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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 
教學之研究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應用「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發展國中視覺藝術

之教學活動，以解決學生在升學主義影響下，逐漸對藝術創作失去興

趣與主動學習意願，期能提升學習藝術之動機，並激發多元之藝術思

考及創新能力。由文獻探討與現行課程進行關聯後，進行課程規劃與

設計，以研究者任教之八年級兩班共90名學生為對象，實施31週的實

驗教學，並評估其教學成效。根據研究結果，獲致以下結論： 

一、 藉由「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融入國民中學視覺藝術

教學之課程，與九年一貫課程之藝術與人文領域理念不謀

而合，能提升學生學習之興趣，對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也

有正面之影響。 

二、 採用「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導入國民中學視覺藝術

教學之課程，能減少學生創作時的挫折感，並提升學生之

美術技巧，進而改善現行教學困境。 

三、 應用「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實施國民中學視覺藝術

教學之課程，符合青少年時期繪畫發展階段，更能擴展學

習視野，增進學生多元藝術與創新思考能力。 

四、 透過「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融入國民中學視覺藝術

教學之課程，獲得學生高度的認同，尤其對視覺藝術與音

樂教學有深刻啟示，改變學生對藝能科學習之看法，並了

解學習藝術的重要性。 

最後，依據研究結論，針對教師(四項)、課程設計(四項)及未來

研究方向(三項)分別提出建議。 

 

關鍵詞：康丁斯基、抽象藝術、國中生、視覺藝術、藝術感通 



A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Kandinsky's  
Abstract Art Theory on Visual Arts Teaching  

for Junior High School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mplement the theory of Kandinsky's abstract art 

to develop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the visual arts curriculum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students’ interest in artistic creation and 

their active willingness to learn it are gradually lost. The study is hoped to 

simultaneously enhance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art and inspire them to diverse 

artistic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associated with 

the current curriculum, the author carried out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design, applied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to the subjects (N= 90) who were eighth-graders at a junior 

high school for 31 weeks, and then evaluated the efficiency of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Applying Kandinsky's abstract art theory to the visual arts curriculum at junior 

high schools can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attitude and effectiveness—the same concept as the nine-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 of arts and humanities. 

(2) Applying Kandinsky's abstract art theory to the visual arts curriculum at junior 

high schools can reduce students’ frustration at creating and enhance their art 

skills, and then overcome the current teaching difficulties. 

(3) Applying Kandinsky's abstract art theory to the visual arts curriculum at  junior 

high schools fits in with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of painting in adolescence and 

can extend students’ learning perspective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of artistic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4) The students highly approved of applying Kandinsky's abstract art theory to the 

visual arts curriculum at junior high schools. It has profound inspirations for the 

visual arts and music teaching and can change the students’ views on learning arts 

subjects and meanwhile make them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art.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e author offers suggestions for 

teachers(four), curriculum design(four)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three). 

Key Words：：：：Kandinsky, Abstract ar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Visual arts, 
Art Correspo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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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在升學主義的影響下，過於注重學科表現的結果，無形中弱化了術科

教學的發展。美術教育對國中階段的學生而言，常被視為是一門「術科」

或是「閒暇行樂」的次要課程，學生普遍認為美術是需要天份與興趣的學

科，造成學生在沉重的課業負擔下，逐漸對藝術創作失去自信、興趣及主

動學習的動力。本研究旨在探討以「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為主題之

課程設計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提升現階段國中生對於藝

術學習之動機，並激發多元之藝術思考及創新能力。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者在私立學校擔任美術教學，在私校體制強化升學主義的影響

下，藝術教育更趨向邊緣化，家長花了比公立學校多六十倍以上的學費送

孩子到學校，就是為了升學、升學，而大多數的家長，甚至學生本身，都

認為藝能科目在國中階段是不重要的，一般在教學現場觀察中，也常發現

教師大多偏重於傳統的注入式教學，學習方式較制式僵化，更難引起學生

學習興趣。許多人對美術課的印象就是讓學生們畫些靜物石膏像或拿張圖

畫紙選訂主題來呈現，美術的結論好像只是畫得像畫不像的問題，學生也

很在乎自己畫得像不像，自限於具像寫實技巧，而常常遭受挫敗的經驗。

因此在現今教學實務上的觀察與學生的談話中，了解到國中生在繪畫表現

上不盡理想的原因可歸納為： 

（一）很在乎自己畫得像不像，自限於具像寫實。 

（二）只關心學科課業成績缺乏對美術學習的動機與興趣。 

（三）不知道如何找尋靈感與創作題材。 

（四）不知道如何將內心的想法用繪畫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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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缺乏繪畫之技巧。 

（六）過去有挫敗之經驗。 

蕭寶玲(2004)指出：「由過去教學經驗歸納可得知，九歲之前的孩童

喜歡參與這門「容易接近的」藝術課程，十歲以後的孩童若沒有適當的導

引，開始對於這項「易於接近的」科目產生排拒，十三歲以上的學童囿於

社會競爭力與環境的壓力，漠視前述科目，多數學生因此對於美的事物所

能自動產生的反應力逐漸疲乏，鑑於此值得藝術教育工作者予以警惕。」 

近年來九年一貫教育法令鬆綁，教科書可以活化並鼓勵老師、學校自

編教材，期許在教學上可以充分運用此項開放之政策，依學生實際需要並

兼顧多元智能之發展，設計出具有特色的教材，讓教學功能上發揮得更加

淋漓盡致。羅恩菲爾(1987)提出了青少年繪畫發展在理性期(Stage of 

Reasoning) 的階段，因為很多人尚未進入此時期，但若能接受適當之訓

練或鼓勵，將可以更精確且有效率的用繪畫來表達自己，並對於顏色、造

型感到興趣，甚至能創造出抽象型式的畫作。 

曾惠青(2006)認為：「藝術是一種自發性的直覺活動，當我們能藉由

召喚直覺，使它與創作工作相結合時，就有機會產生來自靈魂之圖像。」

因此如何透過抽象藝術創作，將情感轉化及透過直覺感通來體驗感官刺激

內化於視覺元素的奇妙結果，亦為本研究可深入探討之主題；而不以描繪

具體物象為目標的抽象畫，通過點、線、色彩、塊面、形體、構圖來傳達

各種情緒，更可以看到自己內心的世界，諸如：恐懼、幽默、悲傷、沮喪、

愉樂、幸福，並把這些抽象的情緒以視覺形式表達出來，啟迪人們的思維，

激發人們的想像，提升美的感知能力。 

因此藉由 Wassily Kandinsky (1998)提出為肯定創作者內心的心理結

構。選擇了直接、純粹又絕對的抽象表現。特別針對符號的「點、線到面」

再仔細分解，讓藝術工作者能更生動地去感覺這些符號的潛力。因此，本

研究著重在透過對抽象形態之接觸，進入基本的結構分析，如同對音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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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節奏、和聲等，初學者一定要從這裡進入；以美術而言，形、色、

質感是視覺世界構成之基底，亦為生活上合理構造與機能設計的能力。若

能強調由藝術精神層面出發，讓學生從中學習自視覺進入感覺，藉肉眼來打開

心眼，將眼見之物象轉化為心象，由外而內，再由內到外，從有形進入無形，讓

抽象思考能力可成為生命的一部份，而本來生活中所有的焦慮不安及情緒的困

頓，都可以在心的抽象空間中撫平解決。 

誠如上述，美術課程是可以從雙手的操作進入心靈的想像並內化至靈

性之中，並使藝術之內涵由有形變無形，具體變抽象，一切外在的表現形

式，皆可成為內在的美感，目的是培養學生『看』的能力，以期穿透人視

覺的恆常慣性，把平常無意識的『看』，深入到內在知覺的『感』，甚至

可看出看不見的部分，最後轉化成為生命存在的精微之美，成為心中的

歌、心中的詩、心中的畫。故藝術教育若能善用這些生理或心理的移情作

用及藝術形式的表現，透過內在無形的心象發展為外在有形的實體，如此

在造形能力的發揮，更能引發學生學習興趣與學習動機，並擴展學生學習

的視野與創造思考的能力，美術教育的最終目標在於「美」，而不在「術」。 

據此，欲改善現行教學困境與提升學生學習藝術之興趣，本研究試圖

以「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的教學方案設計

為核心，利用七個多樣化的教學設計，結合視覺藝術（水墨、拼貼、繪畫、

鑑賞…）、音樂、文學、表演，有詩有畫、有畫有樂的天地學生學嘗試多

元化的媒材，在教學現場以彈性和包容心給予廣大的發展空間，讓學生自

由吸收；同時鼓勵學生去思考、實驗不同的新方向，提升現階段國中生對

於藝術學習之動機，並激發多元之藝術思考及創新能力，以此運用在藝術

教學實務上，對美術教學更有助益，期能獲得更深入的研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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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與問題以下加以條列說明： 

一、研究目的          

（一）探討應用「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建構國民中學視覺藝術

教學之課程，並說明具體之實施歷程。 

（二）探討應用「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導入國民中學視覺藝術

教學之課程設計，並評估其可行性。 

（三）探討應用「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設計國民中學視覺藝術

課程，並建立可行之教學方式。 

（四）探討應用「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實施國民中學視覺藝術

課程，並探討實際執行之成效。 

 

二、研究問題 

     (一) 如何藉由「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融入國民中學視覺藝術

教學之課程，提高學生之學習意願與興趣。 

   (二) 如何採用「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導入國民中學視覺藝術

教學之課程，降低學生創作時的挫折感，並提升學生之美術技

巧。 

     (三) 如何應用「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實施國民中學視覺藝術

教學之課程，增進學生多元藝術與創新思考能力。 

     (四) 如何透過「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融入國民中學視覺藝術

教學之歷程，改善學生對藝能科學習之看法，了解學術科並重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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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為達到本研究之各項研究目的，研究者首先蒐集與題目相關之國內

外文獻資料與博碩士論文、期刊論文、書籍、網站等相關理論，並發展

出適用於國中美術科之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課程教學模式。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應用「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進行國中美術科課

程之教學研究，根據文獻探討，本論文最重要的專論書籍，就是《藝

術的精神性》(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in Art [Uber das Geistige in der 

Kunst], 1912)，並以康丁斯基稱為續篇的《點線面──繪畫元素分析

論》(Point,Line and Surface [Punkt und Linie zu Flache], 1926)，以及

收錄其零散文章和演講文集的《藝術與藝術家論》為輔。在《藝術

的精神性》中充分表達了自己的思想，明白闡釋抽象藝術的基本觀

點，強調精神的轉型，論證了造形藝術與音樂之間的關係，分析形

與色彩的語言、理論等，做為應用在課程設計之重要參考。另在課

程設計及實施上，本研究則採取質性研究及部分量化的蒐集來進行分

析。     

二、研究限制 

（一）研究的對象： 

本研究選擇研究者所任教學校中學八年級的 90 位學生進行教

學。因此，研究結論敘述僅針對本研究實驗對象之學習結果進行評估，

至於能否適用至其他年級或其他地區學習背景不同的學生，仍需再考

量主、客觀因素評估後才可判定。本研究礙於班級人數(45 人)及實際

教學上的限制，無法完全隨時觀察到每位學生之學習情形，故可能會

因情境、認知或其他表現等種種因素影響其內在真實之反應，造成部

份誤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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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設計之決定 

此研究採用詮釋性研究的精神來進行；即是經由內省、批判、

修正等方式，來建構與再建構整個課程之發展。本研究之「實施成

效」並非經由前、後測所得之量化差異，而是運用適當的資料蒐集

方式，諸如「參與觀察」、「文件資料蒐集」等來呈現整個課程發

展及學生的學習情形，並作為實施成效的詮釋脈絡。故研究結果是

否能推論至其他類似之群體，惟需再設計其他之量化、質性研究來

進一步探討。另決定單元主題的方式主要係以研究者思考、先驗性

的嘗試，並參酌相關文獻來完成。然而，所確定之各項主題是否適

用於本研究課程之所需，則需待正式教學之行動中來驗證其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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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文獻回顧與探討 

觀念性架構建立

研究設計 

初步課程方案設計 課程方案修正 課程方案指標確立 

教學實證研究 

資料整理與分析 

結論與建議 

研究主題 

青少年繪畫發展理論 藝術感通理論 藝術元素 

圖 1-1：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康丁斯基抽象藝術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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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釋義 

一、康丁斯基 

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出生於莫斯

科，是二十世紀抽象繪畫的先驅。也是現代繪畫思潮感性主流的代表

人物。1910年開始創作第一幅抽象畫，同年亦開始撰寫本探討藝術性

靈的論著《藝術裡的精神》並於 1912年發表。康丁斯基主張：藝術應

如何透過主題、色彩、形體、構圖等各方面理論的追求與研究，設法

調和和原本對立與矛盾的因素，從中抽取共通的生命，完成一個全體

一貫而統一的形象，並將藝術品的精神傳達給觀眾。康丁斯基認為繪

畫已進入了以畫家內在的必然性意識，畫面上所表現的是畫家內在的

投射，而把形態、色彩、線條以及律動，當作是構成要素使用。故可

由此線索更進一步的追求自我的覺醒。     

二、抽象藝術 

抽象化是指實體抽離出概念的思考過程，已縮減一個概念或是一

個現象的資訊含量來將其廣義化的過程，主要是為了只保存和特定目

的有關的資訊。例如，將一個皮製的足球抽象化成一個球，只保留一

般球的屬性和行為等資訊。同理，亦可以將快樂抽象化成一種情緒。 

抽象藝術一般被認知為一種不描述自然世界的藝術，完全不具有

實物的形象，不以描繪具體物象為目標的抽象畫，反而透過點、線、

色彩、塊面、形體、構圖以主觀方式來傳達各種情緒，自由的表現概

念與創意，激發人們的想像，啟迪人們的思維。 

三、國中生 

國中生所泛指的是學制上的稱呼，依據國民教育法第二條規定：

「凡六歲至十五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又第三條規定「國民

教育分二階段：前六年為國民小學教育；後三年為國民中學教育」。本

研究將研究對象「國中生」設定之年齡範圍為十三歲至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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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民中學視覺藝術 

自民國九十年起，國民中學教育逐年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並將視

覺藝術教育課程併入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目前「藝術與人文」學習

領域包含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等方面之學習，至今視覺藝術教

育已逐漸脫離技術本位及精緻藝術所主導的教學模式與限制，邁向更

自主、開放、彈性的全方位人文素養為內容的藝術學習。 

五、藝術感通 

      指各類藝術之間，經由生理上的共感覺及心理上的移情作用，產

生極其微妙的類似感與契合度，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透過感覺的

轉移、表象的聯想和轉化，使欣賞者所熟知的感覺經驗介入，讓藝術

審美獲得更細膩、更豐富的情感體驗。除了傳達不同種類藝術的內涵

外，也可以巧妙地運用不同藝術的媒材，進而引起創作的動機，創作

出新藝術。如果沒有藝術感通在表象世界聯繫，藝術中有許多東西，

則很難用言語及文字來表示與傳達（陳瓊花，1995；歐陽中石，1999）。 

六、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係包含課程目標、教學目標、教學活動與學習單設計以

及評量方式。本研究以「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為主題之課程設

計，可涵蓋之學科包含視覺、音樂、表演藝術等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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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為主題應用於國民中

學視覺藝術教學之課程設計，第一節擬論述關於青少年繪畫發展等內涵，

因應國中生之身心發展分析藝術學習與兒童的認知及知覺發展有其密切

的關係；第二節至第四節將以康丁斯基抽象藝術理論基礎、美學概念中藝

術感通、美的形式原理、藝術基礎元素等理論，探討音樂、視覺藝術的共

通處，做為規劃課程主軸及課程方案教學內容之依據；第四節將針對國內

外康丁斯基繪畫理論相關之教學研究予以研討，將有助於實際應用在課程

設計中，其研究的基礎與研究成果，亦作為研究分析時之參考。 

第一節 青少年繪畫發展理論 

心理學及許多研究指出藝術學習與兒童的認知及知覺發展有密切的

關係。所以美術教育活動的設計及實施，應考量學生的心智年齡、生理年

齡及學生的繪畫／美術表現能力或才能。本節將探討關於認知心理學、兒

童心理與繪畫的關係及審美知覺能力，從視覺藝術的角度，探討國中生需

具備那些繪畫的學習能力，俾利後續課程方案教學設計研究分析之參考。 

一、皮亞傑(Piaget)認知發展理論及馬克歐特卡(Machotek 1966）的

色彩階段發展觀點  

瑞士心理學家 Piaget, J. P.（1896～1980）提出有關於人類認知發展的

看法「認識發展階段論（stages of genetic epistemology）」，並指出認知發展

係生物經由環境的影響，以及大腦系統共同運作的結果。piaget 認為人類

自出生至成人時期的認知發展過程，乃是在連續中呈現出階段性的重要特

徵，並認為人類智能發展是先天決定的；依照研究之結果，將人類自出生

至成人的認知發展劃分成四個階段：（林玉山，1988；鄭和鈞等，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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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建文等，2003；曾文星等，1994；王瑍琛等，2003；Rice et al.，2002／

2004； Solso，1998／1998；劉安彥等，1994；呂燕卿，1986；黃德祥，

1994；張春興，1997；Shaffer，1996）。 

(一)感覺運動期（sensorimotor stage）（零至二歲）。 

(二)前運思期（preoperational stage）（二至七歲）。 

(三)具體運思期（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七至十一歲）。 

(四)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al stage）（十一歲以上）。 

Piaget指出：（1）每個階段的改變，通常是量的改變，而且是線性的

改變；但不同的階段的相異處則是質的改變、（2）人類的認知能力發展有

四個階段，並依其固定的順序發展；亦即個體必須經過第一個階段，才會

進入下一個階段，而每個階段都同時包括了一個準備期和一個完成期（蘇

建文等，2003）。這四個階段並不是依據年齡劃分，而是依照個體認知結

構的特徵作為劃分之標準，此四階段的發展歷程也是人類智力發展的通

則，雖然有發展速度快慢之個別差異，但是發展的順序卻是不變的。 

以 Piaget的發展心理學為理論依據的馬克歐特卡確切的指出，題材與

色彩是小學入學之初，到七、八歲之間之間的兒童繪畫鑑賞的標準。然而

以單一顏色作為繪畫評鑑標準的狀況，將隨年齡增長而逐漸減退。馬克歐

特卡的論文經常被引用，在劉豐榮（1992）的「視知覺與審美反應之發展」

之研究中，亦提到馬克歐特卡的調查結果，對於九歲兒童而言，與色彩相

關的明晰性、對比、調和成為比較重要的判斷理由，尤其是清晰性可能比

對比、調和更早出現。十二歲左右，對光的表現，顯現出不少興趣和關心，

而十八歲之後，則有更強烈的關心度。 

而青少年時期的認知發展約處於形式運思期的階段（11 歲以上），此

時期的青少年的思想特色，可以超越具體、實際的體驗而開始以較富邏輯

且抽象之概念來思考，在繪畫中開始出現抽象的概念（呂燕卿，1986）；

也就是能產生新的、抽象性而不是由具體現實所產生之思考模式，並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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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不同方式來思考各種不同的問題（蔡春美，1988）。此時期的青少

年思考方式有自省、抽象、邏輯、推理等特色（蘇建文等，2003）。Piaget

的理論指出了個體有不同的階段及不同的認知和思維。在教育的意義上，

教師可以依循其提出之個體發展階段理論，了解兒童認知思維的方式，給

予兒童適當的教育。 

郭武雄（1996）在「知覺發展與美勞教育關係之初探」中提到，兒童

各個身心成長階段，有不同的創造表現和知覺需求，教師要能明辨兒童每

一發展期的行為特質，認識成長特徵和相關要素，將可掌握以知覺促進學

習，以學習幫助知覺發展。以下是Yochim,L.D.（1967）所提出兒之童第四

階段知覺發展歸納之研究觀點： 

表2-1 兒童身心、創造、知覺三方面成長的相關要素及特徵表 

身心

成長 
創造

成長 
身心成長 
的特徵 

創造成長的 
特徵和傾向 

創造需求和 
知覺成長 

青 
少 
年 
前 
期 

11-13 
歲 

反 
省 
期 

＊青春速度

階段的成

長快速 
＊肌肉快速

成長 
＊需要他人

肯定 
＊明顯的表

現出與異

性不同的

興趣 
＊通常會造

反和不合

作 

＊創作過程中缺乏感情 
＊能知覺環境、細節、大小

以及空間關係：近景、中

景、遠景、內外視點和形

式的重疊。 
＊表現與自然有關聯 
＊以一種固定而不變通的

方法來表現圖形 
＊忽略各種線條的象徵意

義 
＊使用誇大方式來表現情

感的重要，而以省略方顯示

其不重要 
＊了解比例與姿態的重要

性，僅可能達到逼真。 
＊會強調動物、人、物體和

建築等某些部位的細節，乃

是一種情緒反應 
＊對明暗、大小對比有興趣 

＊讓他有機會嘗

試新的材料、製

作程序和新媒

介，並將之用來

表現 
＊覺知創作表現

的品質與深度

的重要性 
＊讓他有機會測

試自己的想法

和技法 
＊透過刺激而冒

險的學習活

動，讓他能獨立

思考 
＊讓他有機會創

造技巧，以獲得

同儕的尊重 
＊對他的請求提

供協助。 
（資料來源：郭武雄，1996，摘自Yochim,1967） 
2 引自郭武雄（1996）『知覺發展與美勞教育之初探』一文。台灣省國民教育研習會：兒童美術

教育理論與實務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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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國中生進入形式運思期前期，已可以超越具體、實際的體

驗而開始以較富邏輯且抽象之概念來思考，在繪畫中開始出現抽象的概

念；且對於藝術作品的欣賞，在談論與推想上較以往有組織與條理。能注

意到藝術作品的形式問題。所以在課程設計時，宜依據兒童認知及審美知

覺的發展，來設計適合兒童能力的學習活動。 

二、兒童心理與繪畫的關係 

在＜兒童心理＞一書當中，提供了兒童心身發展的一般描述，以便了

解孩子目前處於何種階段，在生理、動作、認知、行為、語言、思考、與

社會行為各方面發展到甚麼程度。其中，在“認知與行為”一項，可了解到

孩子的成長與繪畫及表達能力之相關性（相關資料之整理，詳下頁表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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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兒童發展之認知與行為表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動作與生理動作與生理動作與生理動作與生理 認知與行為認知與行為認知與行為認知與行為 語言與思考語言與思考語言與思考語言與思考 

6個月 可獨坐 

可扶著行走 

用單手抓物 

 

模仿單調聲音

發出媽媽聲 

嬰兒  

 

12個月 

 

可獨自站立 

可扶著行走 

 

能亂畫線條，重疊兩塊

積木 

 

學講單詞 

會學狗叫聲 

自己學用湯匙

吃飯 

2歲 能跑、踢東西 

獨自上下樓梯 

能畫直線圓圈重疊四塊

積木 

能說簡單詞語 

 

幼兒  

 

3歲 

 

能騎三輪小車 

 

能畫十字，能辨認幾樣

色 

背誦短歌詞 

4歲 能輕巧下樓梯

能獨腳站立 

能數至三，能畫三角形 

 

正確使用上、在

等介詞 

兒童 

 

5歲  

 

能一腳獨腳跳 能計數至十，能畫星形 

 

能唱短歌 

6~7歲 能做手工區別

東西異同 

會寫單字句 

 

靠直接觀察懂

是非 

少年 

 

8~11歲 

 

動作靈巧身體

發育長大 

模仿力強理解具體概念 

 

懂得舉例說明

記憶力好 

青少年 12~14歲 青春發育 理解抽象概念 懂得假設推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羅恩費爾（Lowenfeld）藝術發展理論及兒童色彩表現階段探討： 

    Lowenfeld 於 1947年提出兒童藝術發展的六個階段（陳武鎮，1990；

吳隆榮，1990；王秀雄，1998；Viktor Lowenfeld著，王德育譯，1991）：  

1.初期的自我表現(First Stage of Self-Expression)－塗鴉階段(Scribbling) 

(2～4歲)：又區分為未分化塗鴉、控制性塗鴉、圓形塗鴉、註解塗鴉。  

2.象徵再現的嘗試(First Representational Attempts)－形象化前的階段 

(4～7歲)。  

3.形象概念的成立(Achievement of Form Concept)－圖式化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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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歲)。  

4.寫實傾向的萌芽(Dawning Realism)－黨群期階段(Gang Age) 

(9～11歲)。  

5.擬似寫實的階段(Pseudorealistic Stage)－推理的階段(11～13歲)。  

6.寫實決定期(Realistic Stage)－創作活動信心的危機階段 

(青春期危機)(13～17歲)。  

    Lowenfeld認為幼兒時期可以忘我的玩樂與繪圖，毫無拘束的運用想

像力是兒童畫充滿樂趣的原因之一，當兒童開始從無意識朝向批評性的自

覺後，即邁入了青少年期的開端。這個正值成長期的青少年常顯露出很大

的「寫實」描繪、或扭曲描繪、抽象描繪等。成年人通常會給予青少年的

寫實作品大加讚賞，但是這無疑地扼殺了其未來可能性的發展。而

Lowenfeld 認為過份強調寫實的描繪，將會抑制其他的創造性，惟有教師

選擇適合教材適時給予引導，將可讓學生能更精確且有效率的用繪畫表達

自己。 

另外，Lowenfeld 在其「創性與心智成長」（Creative and Mental 

Growth）一書中，所論及兒童六個階段色彩發展的特徵，如表 2-3 所示。

包括作為純粹喜悅的色彩、具感情與象徵意義的色彩與所謂寫實性使用的

色彩之觀點，其繪畫發展之色彩特徵與表現。由此可知，兒童色彩特徵之

出現，不僅與年齡有關，也與個人的特質相關。（王德育，1983；王文純，

1998）。另 Lowenfeld亦將色彩發展與特徵，分為以下六階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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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兒童繪畫用色的發展階段表 

階段 色彩表現 

塗鴉期（2-4 歲） 1. 無意識的使用色彩  

2. 常隨意使用色彩來塗鴉。 

前圖式期（4-7 歲） 1. 根據注意力來使用色彩， 與實際無關  

2. 色彩的使用，受個人感情支配。  

3. 使用概念色的初步形成。  

圖式期（7-9 歲）  

客觀的色彩階段，反反覆覆

表現其色彩樣式。 

1. 經由重複色彩樣式發現色彩與物體間明確關係。 

2. 對於同樣得物體施於同樣的顏色 

3. 特殊的感情經驗可能轉變色彩樣式。 

寫實前期（9-11 歲）  

不僅收集各式各樣的葉子，

理解其中顏色之豐富， 還須

配合兒童經驗將色價、明度 

、彩度、色相生動加以說明。 

1. 逐漸脫離了色彩的客觀表現。  

2. 強調個人對色彩的感情。  

3. 對色彩的喜好主觀表現。  

4. 色彩的使用與個人主觀經驗有關。 

擬似寫時期（11-13 歲）  

配合像『小青、小黃』的故

事一樣，將色彩擬人化。 

1.視覺型：依視覺經驗改變自然的色彩。  

2 觸覺型：色彩的使用取決於個人的情感反應與喜

好，不作寫實的表現。 

決定期（13-17 歲）  

 

1.視覺型:自然界的自然反射,色彩因環境距離心境

而改變,屬於分析的態度,印象派畫風。  

2.觸覺型:不重視物體的固有色<色彩表現是主觀的,

色彩因感情而變化,屬於色彩的心理意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因此，在決定期階段 13-17 歲，教師極需切入指導，給予適性發揮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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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帕森斯（ParsonsParsonsParsonsParsons）審美能力發展階段論 

Parsons 以Habermas 及Kolhberg 的道德發展理論為基礎，研究對象為

幼童到成年人，透過質化研究與實證，歸納出由四個美術鑑賞重點（主題、

表現、媒材形式風格、判斷），即「四向五階」的美術鑑賞能力發展（表

2-4）（林仁傑，1992；王秀雄，1998；劉婉珍，2002），強調美感階段的

發展是有循序漸進的順序性： 

（一）主觀偏好（favoritism）（偏愛期）： 

      指入小學前的幼兒，此時期以自我為中心的主觀特質，使其偏好 

  多樣化的色彩，對於繪畫主題的選擇缺乏判斷好壞的能力。顏色扮演  

  相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能享受對方顏色本身直覺的樂趣。「如克利 

  的作品，五歲的幼兒認為雖然有些奇怪，但是並不糟，因為有各種顏 

  色。」而對於印象派的作品的看法是，「模糊看不清楚，應該畫清楚 

  一點」。幼兒的色彩常隨特別好的經驗，而有特別的偏好。 

（二）美與寫實（beauty and realism）： 

    大概指小學階段，此時期已經開始認知他人的觀點，較少以個人

偏好來決定作品的好壞，而吸引人的主題與寫實的風格，即為其判斷

之依據。此階段之寫實表現又分「圖式寫實」和「照相寫實」，前者

單純描繪事物，不具立體明暗的變化，後者則表現出像照片般的真

實，透過明暗與透視，以呈現出立體感之效果。把美與寫實主義直接聯

想在一起，圖案式的寫實主義逐漸變為照相式的寫實主義，如香蕉是黃色，

至於是哪一種黃並不引起關心！開始長大一點的兒童，持照相式寫實主義

的觀點，開始要求各種調色，以及開始表現立體等的色彩變化。 

（三）情感表現（expressiveness）（表現期）： 

    大概指青年期，此時期不只認知他人的觀點，由於感受情感與思

想能力之發展，而使其對於他人的內在經驗產生了新的看法與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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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或技巧不再是作品好壞的評判標準，是否引發內心情感的共鳴與

作品本身之獨特性，更為重要。對於色彩不再只於單純地讚美色彩的

美，更希望能深入於探討畫家有關於色彩的表現意圖。色彩不再像第二階

段一般化的感情聯想，而認為可以喚起直覺的感情。帕森斯認為到第三階

段的發展,可說是與年齡成長相關的自然因素發展。  

（四）風格和形式（style and form）： 

此時期能以理性客觀的角度，及藉由文化與時代的觀點來評判作品，

除了重視作品的色彩、肌理、造形、媒材之外，亦能以藝術史的觀點

來探討作品的形式和風格需要相當多的美術學習才能繼續發展。 

（五）自律（autonomy）： 

較「風格與形式階段」更為進步，審美已能超越文化的觀點，不以傳

統做為判斷依據。即便以傳統的藝術作品意義為基礎，亦會依時代文

化的轉變而不斷自我調整，以個人對於藝術歷史的知識來加以判斷。 

儘管部份學者將上列的五個審美發展階段依年齡進行劃分，不過

Parsons 認為審美能力發展的各個階段和年齡並沒有絕對的關係；但

其發展的順序卻具有共通性（林仁傑，1995）。除非透過有計畫性的

美術教育，否則，並非人人都可以達到最高的階段，一般人常停留於

「美與寫實階段」或「情感表現階段」，環境的影響是各個階段審美

態度發展相當關鍵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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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Parsons「四向五階」的審美發展模式 

主題 

階段 

題材 

Subject Matter 

表現 

Expression 

媒材、形式、風格 

Medium,Form,Style 

判斷 

Judgement 

1.偏愛 

(Favoritism) 
    

2.美與寫實 

(beauty&Realism) 
XX x x x 

3.表現 

(Expressiveness) 
x XX x x 

4.風格形式 

(Style & Form) 
 x XX x 

5.自律 

(Autonomy) 
   XX 

註：X 表示很重要，x 表示重要 
資料來源：王秀雄，1998:Parsons, M.J. How We Understand Art.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9, p.16 

五、小結 

   綜合上述相關學者對於繪畫與發展之模式（表2-5），茲彙整詳如下表： 

表2-5  繪畫與發展之模式彙整表 

發展學說 認知發展 兒童藝術發展 兒童身心發展 審美能力發展   

階段 學者 皮亞傑 羅恩菲爾 曾文星 帕森斯 

感覺動作  能亂畫線條，重
疊兩塊積木 
能亂畫線條，重
疊兩塊積木 

0 ~ 1 嬰兒 

觀念前思
維 

塗鴉期 

能畫十字，能辨
認幾樣色 

1-3 幼兒 能數至三，能畫
三角形 
能計數至十，能
畫星形 

3-5 
 

兒童 

直覺思維 前象徵期 

能做手工 
5-11 少年 具體運用 象徵期 理解具體概念 

模仿力強 
擬寫實期 11-17 青少年 形式運用 
決定期 

理解抽象概念 

17~ 大學    

主觀偏好 

美與寫實 

情感表現 

風格與形式 

自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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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本節論述，多數學者將藝術認知表現視為一種個體認知的發展，

而根據相關理論的觀點，對於國中生心理發展架構有了充分的了解，大致

可歸納思考，並且在繪畫中開始出現抽象的概念，若能適時引導，可能會

有具創造性的作品出現，因此特別強調美術教育的重要性。如果透過有計

畫的教育手段，則可以達到更高階的發展階段。本研究欲探討「抽象繪畫」

應用於國中美術教學課程設計之實施符合青少年時期的繪畫發展特色，更

能擴展學習者之學習的視野與創造思考的能力，並以此運用在藝術教學實

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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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康丁斯基抽象藝術理論 

    本節將依序探討：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發展、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的

形式與精神其包含：抽象繪畫的原則、抽象繪畫的構成、音樂類比、抽象

繪畫的延伸及康丁斯基抽象繪畫中音樂性的探尋與實踐，俾利後續課程方

案教學設計之參考。  

一、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發展    

康丁斯基出生於俄國莫斯科，早年學習了鋼琴和大提琴，，，，原先學

的是理性思維至上的法律與經濟，三十歲時卻聽從了自己神祕的「內

在需要」，接受了藝術的召喚，決定以繪畫做為終身的事業，於是辭

去大學教職，前往慕尼黑，開始了他的藝術生涯。幾個重要事件對於

康丁斯基從事藝術工作有直接的影響。（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

利譯，1998）另於 1913 年所出版的一本傳記性質的著作《回憶錄》

(Reminiscences)，記載了帶給康丁斯基極大震撼的決定性藝術印象：

一是 1896年在莫斯科的法國展覽，尤其是莫內非實體《乾草堆》系列

畫作令其備感困惑，一個畫家不應該畫這種不知所畫為何的作品才

是，除納悶畫裡缺少了物象，卻又驚訝於這幅畫竟可一直清晰的出現

在他腦海中，色彩的力量深深吸引著他，使其明白物象並非不可或缺

之物，康丁斯基因此亟欲取消物象的束縛。另一個是在宮廷劇院華格

納歌劇《羅恩格林》的演出，令其感覺到作曲家如何出神入化地綜合

了聲音和色彩，這正是其追求的目標。 

康丁斯基來到此處也成就了一套出自內心世界、精神自由的理

論，從這種理論為起點，發展出脫離客觀世界，轉向抽象化的結果，

赫伯特‧里德做出如下精闢的註解：康丁斯基獨創了一種「內在必需

之藝術」(art of internal necessity)，在這種藝術中色彩與線條都被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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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心意之各種「精神的」狀態之手段。在這種實驗性的發展過程中，

康丁斯基預見了此後四十年內所有性質的抽象藝術之演變，其中包括

了今天的「墨跡繪畫 (tachisme)」或「自動繪畫 (或稱行動繪畫

﹝action-painting﹞)」。在當時所開放的許許多多可能的路子中間，他

為他自己選擇了一條：通向一種極度精確，仔細計算了的和諧之構成。

在現代繪畫之ㄧ切類型之中，康丁斯基的作品最接近於一種造形的對

於音樂之等.。 

1910年是康丁斯基藝術生涯相當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年，同年創作

了第一幅抽象水彩畫，同時完成了一本探討藝術的理論著述──《藝術

的精神性》，並於 1912年出版，是預言了未來的抽象藝術的第一本著

作，並在一年後結識了畫家弗蘭茲‧馬克，之後兩人成立了藝術團體

「藍騎士」，同時也進行《藍騎士》年鑑的編輯，結合不同來源的藝

術，重視忠於內在精神的各種藝術形式，藝術史家視為二十世紀最重

要的事件之一。 

做為一個畫家，其實音樂才是康丁斯基第一個接觸的藝術形式。

英國藝術史學家赫伯特‧里德就曾表示，康丁斯基起先原想成為一個

音樂家的這件事，是個有著深遠意義的事實。從康丁斯基的自傳中得

知，其對音樂體驗常常與色彩的感覺交融在一起。例如，華格納的音

樂總能在他的眼前幻化出舞動的色彩和流動的線條。除了康丁斯基對

古典音樂的素養和學習背景之外，音樂具有訴之感官直接和靈魂交

談、不需求助於「再現」的能力，同時又自成一套嚴密的基礎結構，

成為畫家在探索新的藝術語言，力主繪畫不該侷限於模仿外物的時候

之典範。在所出版的《藍騎士》(1912)年鑑之中，因此還收錄了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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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音樂家荀伯格(Arnold Schonberg,1874-1951 )及其學生貝爾格(Alban 

Berg,1885-1935)的樂曲。 

對康丁斯基而言，藝術不在模仿客觀的現實，在於表現背後隱藏

的世界，在於表現精神的美，繪畫即使不依附於物象，也能如同音樂

一般，是通過心靈的體驗和創造而來的，這種強調「內在需要」的論

點也使他成為表現主義的代表人物。事實上，1910至 1913年間所創

造的非具象繪畫，被認為是最早的抽象派作品，充滿浪漫的情緒，屬

於抒情式抽象風格的範疇。 

綜觀康丁斯基的繪畫生涯，作品的面貌繁多，早期也不乏具象之

作，並不是一開始就創造出抽象風格，而是透過不斷的摸索，逐步達

成解放具象。美術史家在寫到康丁斯基走向抽象的最初動因時，都要

提到兩個方面。一個是偶然事件。昂納和弗萊明在合著的《世界美術

史》中寫道：「康丁斯基自己認為，完全理解抽象藝術的可能性，是

在 1910年的一個夜晚。當時突然間認不出自己的一幅畫，這幅畫擺錯

了方向，卻看到了一幅『美麗絕倫放射出內在光芒』的畫面，隔天試

圖再想擺放出同樣的效果，卻始終因為辨識出畫作中的物象，而無法

成功。   

這種形和色內在表現的進化使康丁斯基確信自然的再現，對其藝

術來說是十分多餘的。」這就是說，是一個美麗的錯覺使其萌生了解

構具象的靈感。這個偶然成為引發康丁斯基抽象繪畫的初步聯想之

一：感受到物象對繪畫的破壞，進而探索與實驗一種新的繪畫形式，

發展出一套拋棄物象與取代物象的理論加以證實。一些人便認為他

1910年一幅沒有題目的水彩畫，是他第一幅抽象畫。該畫看似毫無意

義地恣意將色彩亂塗，佈局鬆散而不受約制，事實上，康丁斯基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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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畫面上達到任何的均衡或協調感，而不參照任何客觀對象，透過

極端簡化的色彩和線條自身純粹地撞擊，造成一種律動，表現出一種

精神上的、如音樂一樣自然流露內心世界的印象。 

此外，哲學家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和格式塔的完形心理學對康丁斯

基也有影響，因其主張形、尺寸、特殊的裝飾紋樣等會有規律地產生

某種知覺效果，即形和色能直接傳達出本身所包涵的「意義」。還有

1908年沃林格出版了《抽象與移情》，論述到了藝術中的抽象傾向，

歸因於人脫離物質世界的需要，並「在流逝的現象中找到一處休息

所」，這也是康丁斯基的抽象理念源泉。 

出於上述的理念，康丁斯基徹底解構了具象。讓一個不斷延伸的

色塊、線條，在我們的意識本身不瞭解的神秘空間中飄浮產生漩渦，

這就會像音樂一樣，以抽象的繪畫元素直接宣泄出自己內心的感情，

這就是他的所謂的熱抽象。此外，康丁斯基強調純色的心理效果，強

調鮮紅顏色怎樣像號聲一樣使人動心，因此，康丁斯基相信通過這種

觀念創作，進行心靈與心靈之間交流是可能而且必要的。 

二、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的形式與精神 

康丁斯基認為：「每件藝術作品都是它那時代的孩子，也是我們感

覺的母親。每個文化時期，都有自己的藝術，它無法被重複。即使企

圖使過去的藝術原則復甦，最多只能產生死胎(stillborn)作品。在＜純

粹的藝術──繪畫＞文章裡指出：「藝術作品包括兩個元素：內在的及

外在的。」關於內在元素，康丁斯基認為主要由三個神祕的必要性 (個

性的、風格的、藝術的目標) 組成，其中之一便是時代的，所以他說：

「每一個藝術家都是時代的孩子，其表現出時代所特有的(風格[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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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取決於所屬的時代和國家。」（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

利譯，1998） 

（一）《藝術的精神性》論述重點 

英國藝術史學家赫伯特‧里德認為，《藝術的精神性》是對非對

象藝術之第一個推測性的辯護。他說：我之所以稱之為「推測性的」，

是因為康丁斯基本人在那時，對於他之理論所可能造成的結果似乎並

未完全有所警覺，雖然，他卻也很自信地說，人類將要向一個藝術史

之嶄新的時代邁進。然而，此論文之原則性及先見之明的眼力，應該

受到完全地欽敬。這是一個新的藝術之信心的第一次啟示。（Herdert 

Read著，李長俊譯，1982）關於這本書的意義和完成，康丁斯基說明

它與《藍騎士》年鑑一樣，主要目的是，喚起藝術的精神性，相信這

個能力在未來是必要的，尤其是每當人類精神力量不斷增長，藝術的

力量也會特別活躍，兩者關係密切，而且是交互作用的。  

這種能力出自「內在需要」(inner necessity)，康丁斯基認為所有

藝術也都必須來自這個根本不變的法則，它足以引領我們擺脫外在 

(external) 因素，而走向內在 (internal) 的路。它是貫穿全書的重要原

則，如康丁斯基所說，藝術的問題都應依此原則解決，這也是藝術家

首要表現的，對於繪畫元素的運用也必須取決於所感受到的「內在聲

音」。在苦心焠鍊出的「內在需要」法則引領之下，康丁斯基進而發

展出了一種赫伯特‧里德所說的論調： 形式與色彩本身便能夠成一種

足以表達情緒之語言的因素；如同音樂之聲音直接訴諸心靈一樣，色

彩與形式也是可以如此的。唯一必要的工作乃是如何組織那些形式與

色彩，使之能成為一件足於表現內在之情緒，並足以溝通觀賞者之心

的作品。（Herdert Read著，李長俊譯，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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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繪畫的構成有賴獨立的色彩與形，因為它們本身就是內在意

義的表達，具有同等的價值，不因外觀的差異而有所限制。有鑑於此，

康丁斯基引用了來自音樂的啟示，赫伯特‧里德說： 所謂美乃是內在

需要與表現的意義之間的呼應之成功的達成。在他的結論裡，康丁斯

基毫不遲疑地又提出了音樂的類比：造形藝術之偉大作品乃是音之交

響的構成，在此旋律之因素「僅扮演次要且少有的角色而已」。（Herdert 

Read著，李長俊譯，1982）參照音樂的語言，做了諸多的分析與類比，

這點又不得不提到康丁斯基的法學背景和對音樂的敏銳感受，使他傾

向於一種正確記錄之系統的發明與考慮，即便是強調「精神性」的語

言，仍必須力求達到精確。康丁斯基認為繪畫與音樂並沒有分別，它

們都是一種溝通，如同音樂之旋律(樂音)直接訴諸心靈(不必靠歌詞)，

色彩與形式也能構成足以表達情緒之語言（倪再沁，2004）。〕 

基於「內在需要」原則，不同藝術間有了共同點，便可追求不同

的藝術之間的「綜合」，他說：「藝術方式上的相互比較、相互學習，

只會成功不會失敗，只要這個學習不是表面，而是原則性的

(fundamental)。」、「藝術雖彼此相互隔離，但藉著內在的努力，相

互的比較，將彼此更為拉近。」（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利譯，

1998）因此可以發現，他的作品往往選擇音樂上慣用的術語作為繪畫

的標題，並把音樂與繪畫在藝術的精神上感通在一起，其脈絡便是建

立在「內在需要」這個中心思想上，以及從而延伸發展出的藝術綜合

上。      

 1.抽象繪畫的原則：內在需要       

為了實現藝術的精神層面，康丁斯基堅持所有藝術都來自於「內

在需要」，這個唯一根本不變的法則，他指出：「今天是自由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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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偉大世紀就要來臨。而這個無限的自由，也是極大的不自由，

因為所有這些可能性，都是從同一個根部長出來的──它隨內在需要

召喚而來。（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利譯，1998）」面對心靈

復甦的時代，這項主張在《藝術的精神性》一書中不斷被強調，使

他對於任何具精神性的表現方式，始終採取開放包容的態度，像是

他所編輯的《藍騎士》年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什麼是「內在需要」？康丁斯基曾說：「藝術品包括兩個元素：

內在的及外在的。」對於內在的元素他進一步說明：「是藝術家心

靈深處的情感，它可以帶起觀眾基本上相同情緒。」「作品內在的

元素是它的內容。所以(它)一定有心靈變化的跡象。若不是這樣，就

根本產生不了作品，沒有內容便沒有作品」（Wassily Kandinsky著，

吳瑪利譯，1998）。 

關於康丁斯基這項說法，赫伯特‧里德的見解如下：這個對於

「藝術作品」所下的定義，可能或多或少是基於將繪畫和雕刻比類

於音樂之故，後者乃康丁斯基自己的第一個接觸的藝術形式。在《藝

術的精神性》裡有很多地方都提到音樂，包括後來成為現代派大師

的德布西(Claude- Achille Debussy)和荀伯格（Herdert Read著，李長

俊譯，1982），說明了康丁斯基試圖將藝術指向同一個目標，也就

是和音樂在表現價值意義上一致的美感效應，至於多麼逼真的再

現，都不應該是藝術的目的，藝術品應該是一種內在需要的外在表

現。  

德國美學權威派克(DeWitt H. Parker)也說過：「因為任何藝術

的目的都非只再現赤裸裸的事物，而是要表現『性靈的狀態』(states 

of the soul)，所以表現的中心恆為某種情感，刻板而忠實的再現事物



 29

並非高明的繪畫所必須。（DeWitt H. Parker著，劉文潭譯，1997）」

此時的刻意求工已不是繪畫中必要之事，情感的表達才是藝術的實

在，即便必須扭曲、簡化或去除事物具體樣貌的真實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也不表示具象的繪畫就是毫無價值，或是會

被抽象的趨勢完全取代，因為重點不在形式，而是所謂的「心靈變

化的跡象」。舉例來說，康丁斯基就很推崇塞尚，認為他「懂得賦

予一隻茶杯生命」，也就是說，無論從茶杯或是蘋果，塞尚都能看

到東西的本質，他使靜物畫不再是表面「死的」東西，而是內在活

生生的東西，他有能力看到任何東西的內在生命。  

以色彩為例，他說：「色彩是鍵、眼睛是鎚、心靈是琴絃。藝

術家便是那隻依需要敲鍵，而引起心靈變化的手。所以，很清楚的，

色彩的和諧必須建立於心靈的需要上。此即，內在需要的原則。

（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利譯，1998.9）」 

以形為例，他說：「形的和諧必須建立於心靈的需要上。此即，

內在需要的原則。（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利譯，1998.9）」

傳統上構圖的和諧要求，如今也並非必要，因為他說：「如果我們

將一張圖割成四分五裂，秩序也搞亂，然後試著做不同的拼湊方式，

但不管是哪一種方式，它內在原來的價值仍然可能保存著。因為一

張圖的結構元素，是存在於它的內在的需要，而不是外在的。

（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利譯，1998.9）」被分割成許多平面

的畫，看似不和諧，其實是人們太習於從畫面尋找意義，而不是讓

畫自己說話，不直接尋求內在情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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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到畫面上的物象，就以為看到了繪畫，其實物象有時反

而蒙蔽了精神。或者可以說不論和諧與否，內在需要的作用，才是

我們該把握的基礎。因此產生一種對心靈比對眼睛更有感染力的「隱

藏的結構」，康丁斯基如是說：一種更為純粹的結構形式漸漸被運

用，它是通向客觀形式唯一的可能途徑。它不是寓意豐富、顯而易

見的幾何造形，而是含蓄的，為心靈─比較不是為眼睛，存在的形。

這種隱藏的結構，似乎只藉著偶然的形組成，沒有外在的聯繫。但

正因為外在的缺乏，才證明內在的存在。 

抽象繪畫不單是「造形的」，也必須是「精神的」繪畫。我們

因此可以了解康丁斯基所說的：「這東西很美，因為它源自內在的

需要。（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利譯，1998）」  

2、抽象繪畫的構成：色彩與形  

康丁斯基認為：「毫無目的地複製物體的不可能與無意義(指藝

術裡)，及將物體淋漓盡致地表現的渴望，便是藝術家開始從『文學

性的』色彩，走向純粹藝術的起點。（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

利譯，1998）」針對這個藝術問題，他曾經自問：「難道我們需要

全然放棄物象，只用純粹抽象？」他的答案是：「像每個說出的字(如

樹、天空、人)都能引起內在的反應，物體也是。要消除反應就得將

表現媒介減少。（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利譯，1998）。 

於是繪畫逐漸從物象中解放，色彩與形是繪畫中主要的兩種表

現媒介，它們應該是具有表現性的素材，不該被認定是僵硬的符號

或任何事物的化身。如李長俊所說：抽象繪畫的主要觀念就是認為：

藝術作品是由形與色這兩個單純因素的構成，透過有效的綜合與組

織便具有表現力，這就是所謂素材的「自律性」，而不必藉助任何

文學性、說明性、象徵性及意義性(這是「他律的」)，來再現任何屬

於現實世界的對象（李長俊，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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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繪畫可以各種基本的色彩、點、線、面等，通過形

式來反映和表現人們的內在感情，即便沒有題目、沒有對象，仍然

存在。這似乎符合一般所認知的音樂特性──高更早在一八九○年使

用「音樂性」這個字彙，因為音樂由節拍與和諧組成。就是不去描

繪景色或說故事，節拍與和諧本身也是美的東西（Alfred H. Barr, JR.

著，李渝譯，2001）  

康丁斯基認為色彩的作用可分為生理的與心理的兩方面。生理

的感覺只持續片刻，它很表面，如果不特別在意，也不會存留什麼

印象，除非是第一次碰到的東西，但當它只是官能的感應時，而這

種表面的吸引力消失時，影響力也隨之失去了。而心理的變化則不

同，它可能是生理作用將之傳到心靈而發生的，但到底是直接產生

或經由聯想而發生，康丁斯基沒有絕對的答案，他相信心靈和身體

常常是互為因果，在心理層面受到震撼時，生理也會受到影響。因

此他認為色彩隱藏著極大的潛力，足以影響人的身體。（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利譯，1998）。    

他以德拉克洛瓦的話舉例：「每個人都知道，黃色、橘色和紅

色能使人振奮，表現快樂與富裕。（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利

譯，1998）」 至於形，康丁斯基在《點線面──繪畫元素分析論》

一書中有更為豐富且嚴謹的系統分析，不過，在《藝術的精神性》

中也有談到。康丁斯基認為它具有兩面性：「形，狹義的說，是面

與面的界限。這只是外在的，但它卻隱含內在的質(或強或弱的表現

出來)。」   

前者是外在的形，只是個媒介，將一個物體的「範圍」畫出來，

後者是形的內涵，不代表任何實際的物體，只是一個全然抽象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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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有自己的生命。所以，他說：「確切地說，形式是這個內在意

義的外在表現。」（Wassily Kandinsky著，呂澎譯，1987）即使是

一個完全抽象的幾何形，也應該有它內在的聲音，也就是它獨特的

精神本質。 

康丁斯基認為這個個性和形本身是同一的，而且當它與其它的

形並列時會產生不同的變化，但本身的質是不會變的。色彩、形各

有無限多，它們的組合方式有無限多種，產生的作用也有無限多種，

是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利譯，1998）

但康丁斯基強調：「那些無法觸及形(具象或抽象)的內在者，這種構

成對我們來說只是空洞無意。（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利譯，

1998）」他知道光是尋求諸如此類的視覺符號是不夠的，所以嚴格

地表示：「如果我們完全掙脫和自然的關係，滿足於獨立的形和純

粹的色彩，那麼，我們只能做出幾何裝飾性的東西，草率地說，像

領帶或地毯之類的。形和色彩美(儘管純粹美學者或自然主義者一再

推崇自然美)不夠作為藝術的目標。 

與其說康丁斯基追求的是一種純粹的抽象，不如說他在找尋一

種更能不受干擾的、傳達藝術家內在感情與精神表現的、足以構成

繪畫的語言。繪畫也像音樂一樣是訴諸情感的，不同色彩與形的調

和、對比、配置、構成，都有不同的音樂性。如赫伯特‧里德所說：

「他知道一件藝術品必須永遠是有表現力的──這也就是說，某種深

刻之情緒或精神經驗的表現力。（Herdert Read著，李長俊譯， 1982）」  

朝這個目標前去不是為抽象而抽象，而是相信抽象的形式在這

方面能夠比具象的、再現的繪畫更接近我們理想中的目標。如同陳

正雄在<抽象繪畫的誕生及發展>一文中所說：「康丁斯基極言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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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什麼都容易表現藝術家的內涵，而色彩與形象能具體地傳達藝術

家豐沛的內在情感。他又說：『藝術家旨在表現，而重要課題不在

於支配形象，而在如何使形象與內容相契合。』（陳正雄，1992）」

所以，「不會有什麼『畫錯了』的問題，取而代之會問：『畫出來

的形的內在聲音含蓄或展露到什麼程度？』而觀點的改變，會再使

得表現方式更豐富。（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利譯，1998）」      

3、抽象繪畫的特質：音樂類比      

朱光潛(1987)指出：「音樂不但最能表現心靈，它也最能感動心

靈。其他藝術感動人心常不免先假道於理智，有了解然後有欣賞，

音樂固然也含有理智的成分，但是到極精微的境界，它能直接引起

心弦的共鳴。」跟奧地利象徵主義設計家恩代爾(August Endell)所見

略同，他認為若想探尋一種「與自然等同且自主的有機體，而它的

最深沉與內在本質又與自然無關」的藝術品的話，音樂為人們提供

了一個模範。在進入二十世紀之際，色彩成為朝向抽象發展的主要

議題，並且倡導著如德洛內所言的「繪畫之法則乃依據著色彩的透

明度，這點可以與音樂的音色做比較」（Anna Moszynska著，黃麗

絹譯，1999） 

這些由音樂切入的觀點，直接或間接鼓勵一些藝術家對抽象繪

畫的看法，康丁斯基對音樂能夠直接作用於人類心靈之上，不需透

過故事性內容，便能表達純粹感情的特質，以及具有正確紀錄之系

統，一直充滿興趣。根據古典主義的觀點，完美的音樂是從按數學

定理建立起來的藝術領域中產生的，優美悅耳的聲音是遵循規律和

依附計算的結果（Albrecht Dürer 著，陳鈺鵬譯，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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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音樂既是情理化合的結晶，所以它就具有雙重的性能：

一方面它能反映情緒；一方面它又能呈示理想。（劉文潭，1997）

水彩畫家馬白水也在一篇名之為＜繪畫的音樂性＞文章中說過：「繪

畫是一篇無聲的音樂，它應該具有調子、和聲、節奏、組織、韻律、

輕重和強弱等等的音樂特性在內。一幅好的畫就是一曲樂章，它不

但有組織，而且有韻律（許天治，1987）。」在同樣的理由之下，

康丁斯基期能將自己的繪畫接近音樂。在「內在需要」的原則下，

如果畫家可以隨心所欲地運用色彩與形作用於人類心靈的話，想必

也會產生如同音樂一般的動人力量。  

康丁斯基在書中提及華格納與德布西。這是因為聆聽華格納的

音樂，給予他同時觀看色彩與線條及音樂的綜合經驗，並且使他理

解到「繪畫能發展出如同音樂所擁有的力量」（Anna Moszynska著，

黃麗絹譯，1999）。華格納的音樂，帶給他色彩運用上的新啟示，

其後，又醉心於德布西樂曲帶給他繪畫上音樂性的動力，他說：最

前衛的音樂家像德布西，他取材於自然，體現在純音樂形式裡，創

造了一個精神的印象。而且，德布西即便在他印象主義風格的作品

中，也從不採用標題音樂所特有的、完全具體性的音符，而是倚賴

一種抽象印象的創造。 

康丁斯基認為在繪畫領域裡，純粹抽象與音樂結構最為類似，

故能正確地反映畫家的情感和生命。因此認為抽象繪畫就是用色

彩、形象和線條所構成的樂章（陳正雄，1992）。如同派克在＜凌

駕自然的藝術：繪畫＞文章中所說：「雖然繪畫主要是一種空間的

藝術，它仍舊包括有時間的元素。」音樂中的旋律，如沒有豐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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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感，則無法表現音樂的華麗璀璨；相同地，繪畫中的線條，如

缺少音樂性與節奏感則無法表現繪畫的生命（楊嘉玲，2001）。  

如此一來，與其說抽象藝術的特質是「描寫的」(descriptive)，

不如說是「召喚的」(evocative)、「表現的」(expressive)。旨在激發

內在情感(如情緒、心情或情調)而非述說故事或描繪自然的方面，有

人便以音樂或現代詩比擬，它是藝術家內在經驗的強烈表徵，是「視

覺的隱喻」(visual metaphor)而非「視覺的敘述」(visual narrative)。

康丁斯基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視覺化的音樂」，將純粹的視覺

要素形象、色彩、空間和線條加以組合，來傳達作者超越的觀念和

內在情感之抽象藝術。（陳正雄，1992）  

4.、抽象繪畫的延伸：藝術綜合  

在《藝術的精神性》一書中，康丁斯基已經指出想努力的方向，

即「藝術綜合」，儘管沒有明確用到「綜合」二字，而是用「結合」

(英譯本用 coordination這個字)來解釋：藝術雖彼此相互隔離，但藉

著內在的努力，相互的比較，將彼此更為拉近。也因此，人們注意

到，每種藝術都有自己特有的潛能，為它種藝術所不能取代的。因

此，我們方能將各種不同藝術的不同潛力結合起來。這個結合 

(coordination)將隨著時間，必然能產生一種不朽的藝術(monumental 

art)。（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利譯，1998）可以說藝術之間雖

然無法相互替代，不過若能加以分析彼此間的不同特色與共同原則

所在，將能應用這共同原則來處理不同的藝術，進而結合不同藝術

間的潛力，達到互補或創造的積極效果。  

康丁斯基從繪畫本身談起，認為繪畫的二種元素，色彩與形之

間的組合可產生偉大的繪畫性配對(counter point)，而後依據這種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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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原理，追求各類藝術風格上的綜合。（林素惠，1987）因此綜合

必然也包括分析，分析是綜合的基本步驟，其目標在於綜合，兩者

互有關聯。任教於包浩斯時，康丁斯基的「綜合理論」更形精密。

在「形的基本元素」中，他清楚談到對於每一項研究必須進行的步

驟： 

(1)分析既有的現象，必須盡可能的將它和其它現象分開來看，

而且要盡可能的窄。 

(2)被分別檢視的現象間的彼此關聯性──綜合法，要盡可能的

寬，無所限制（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利譯，1998）。 

康丁斯基之所以能夠在繪畫與音樂兩種截然不同的範疇中──

分屬空間的藝術與時間的藝術──尋求跨界的可能，既分析又綜合的

觀念是重要關鍵。  

由此我們也可以瞭解他的另一本重要的理論著述《點線面──繪

畫元素分析論》的價值所在，元素分析到最基本，其實是為了新的

綜合。雖然康丁斯基對繪畫元素的嚴謹分析，細微程度已經使這本

書幾近「字典」的功能，但字典的條目是沒有生命力的，他仍不忘

以「內在需要」為藝術綜合的基礎。在新藝術家聯盟第一次展覽的

目錄前言中，可以看到康丁斯基說到藝術形式的追求，在於不斷地

收集藝術家內在的經驗，再加上所接受取自外在世界的印象，兩方

面互相詮釋，以便能表達出最基本的事，亦即追求藝術的融合。   

一九二六年康丁斯基發表在第一期《包浩斯》的文章──<繪畫

理論的價值>中說：「研究不同藝術間的元素關係後，便會越強烈地

感覺到和某個藝術元素的血緣關係，這是顯然的。而藝術元素和自

然元素的關係，會把問題又引向更寬廣的哲學基礎上，這也是很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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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如此，從藝術的綜合，走向一切的綜合裡。（Wassily Kandinsky 

著，吳瑪利譯，1998）」他明確的指出，分析繪畫元素的目的，在

於深入藝術形式的元素裡，內在地感覺繪畫元素和各類藝術間的關

係，進而把問題引向更為寬廣的哲學基礎裡，也就是從藝術的綜合，

走向一切的綜合裡。    

康丁斯基希望推翻建立在藝術間的圍牆，邁入一個新的秩序，

畢竟各類藝術息息相關，各種現象將在深處會合，而他也以「綜合」

作為自己藝術追求的終極目標，並企盼進而包容一切，甚至達到與

自然宇宙法則、人生哲學之間的綜合。  

可見他也不否認藝術間的差異，但就它們無法定義的某些心靈

現象(波動)看來，這些媒介完全一樣：「最終目標消除了它們外在的

差異，並顯露內在的同一性」（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利譯，

1998）。而某個藝術媒介(例如音樂)，以另一個同一的藝術媒介(如

繪畫)來重複，也並不因此覺得多餘而卻步，因為它們是遵從同樣一

個內在的呼喚、站在同樣一個內在的基礎上。  

康丁斯基認為繪畫與音樂並沒有分別，它們都是一種溝通，如

同音樂之旋律(樂音)直接訴諸心靈(不必靠歌詞)，色彩與形式也能構

成足以表達情緒之語言。基於「內在需要」原則，不同藝術間有了

共同點，便可追求不同的藝術之間的「綜合」，他說：「藝術方式

上的相互比較、相互學習，只會成功不會失敗，只要這個學習不是

表面，而是原則性的(fundamental)。」、「藝術雖彼此相互隔離，但

藉著內在的努力，相互的比較，將彼此更為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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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發現，他的作品往往選擇音樂上慣用的術語作為繪畫

的標題，並把音樂與繪畫在藝術的精神上感通在一起，其脈絡便是

建立在「內在需要」這個中心思想上，以及從而延伸發展出的藝術

綜合上。康丁斯基的這些觀點奠定了抽象主義的基礎，與沃林格的

美學理論一樣，對表現主義運動起了推進的作用，藝術自此停止無

謂的模仿自然，在自身中找到存在的理由。 

（二）具象的解放：康丁斯基抽象繪畫中音樂性的探尋與實踐 

繪畫是空間的藝術，音樂是時間的藝術，傳統上它們被這樣分類。

到了二十世紀這種不容越雷池一步的界限，已逐漸模糊。當然這也不

是多麼石破天驚的一種創新的見解，自古以來不乏這兩種藝術間的比

較。但是在進入二十世紀之際，一些反對以表現客體面貌為繪畫目的

之藝術思潮紛紛出現，對於所謂「真實的(reality)」詮釋重新反省，開

始著重精神上主觀真實的描寫，使它儼然成為朝向抽象發展的主要議

題。  

各種藝術積極地拓展自己的領域，音樂家探尋空間問題，畫家也

在思索時間對繪畫的意義。如立體派及未來派都有意地強調繪畫的時

間性。克利認為時間的概念是包含在「運動」(movement)之中，也就

是物體變化現象(devenir)的對應。所以繪畫上的時間性與形、色的安

排所造成的動態效果及創作過程有關。而觀賞者的視線也必須隨著畫

面的佈局引導而移動，所以欣賞本身也是運動，也是時間性的。（周

怡秀，1998）康丁斯基便說過：「藝術必須相互學習，看它們如何處

理，學會此，便能同樣原則性地處理自己的藝術。」（Wassily Kandinsky 

著，吳瑪利譯，1998）也因此發展出藝術綜合。     

康丁斯基的抽象理論，除了針對精神性的內涵進行論證之外，更

進一步明確地為抽象藝術的科學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加以陳述，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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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面──繪畫元素分析論》中建構起抽象藝術的理論體系，系統地闡釋

了他對繪畫元素的認識，甚至自稱該書的分析是「顯微式」的。康丁

斯基說：「只有這種顯微式的分析法，才可能將藝術科學研究帶往更

寬廣的綜合裡，而終至於越過藝術的界限，進入人、神合一的境界。

（Wassily Kandinsky著，吳瑪利譯，1998）」 

音樂不需透過故事性內容，便能表達純粹感情的特質，能夠直接

作用於心靈，以及具有正確紀錄之系統的這些部分，康丁斯基進行過

長時間的思考，使他的繪畫作品傾向於這種嚴謹的發明與考慮，即便

是強調「精神性」的語言，仍必須力求達到精確。  

音樂是「經過人工組織後的一群音(符)」，也就是經過人工選擇

或加工後的「音響」，必須先成於人心，然後依據特定的表現目的和

形式的規律把音排列組合而成。（張己任，2003）也就是說，音樂是

建立在各種聲音的關係上，它們並不模仿任何生活中的具體音效，沒

有形體，同樣能讓心靈得到洗滌、震撼，產生共鳴。 

相對於音樂而言，康丁斯基說過：「繪畫裡包含的兩項元素──素

寫和著色(drawing and pictorial form)，但每一個元素都有自己獨立的生

命，它們結合彼此的特點，產生繪畫的構成。（Wassily Kandinsky著，

吳瑪利譯，1998.9）」他的藝術觀認為擺脫物象寫實的觀念，取其中

點線面等視覺要素，配合主體之內在必然要求，在物我相融的情境下，

追求音樂般的律動美。（李錫佳，2002） 

就像音樂可以帶你進入更為抽象的色彩或形象的世界，儘管這些

色彩和形可能不具連慣性或潛藏背後的故事，即便你聽見的是火與

光，出現你眼前的也不會是蠟燭、火炬、火焰、或是落日的景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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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抽象的紅、橙、黃、金色光影和斑駁的藍光在眼前耀動。這些色彩

影像和具體圖像一樣鮮明，同等重要（Fred Plotkin著，李靜宜譯， 

2004）。  

《藝術的精神性》是「非對象藝術」第一個推測性的辯護，如果

說此書預言了未來的抽象藝術，那麼《點線面──繪畫元素分析論》的

出版代表的最大成果，就是揭露了繪畫基面(the format)的張力結構

(tension structure)，並為前一著作做了概括性證明，《藝術的精神性》

較缺乏的地方，(如色彩與形式間的關係)因為張力與結構的分析，以

致獲得彌補（林素惠，1987）。        

綜觀本節論述，康丁斯基的繪畫發展出「內在需要」之原則，而

抽象繪畫的構成則有賴於獨立的色彩與形，因為它們本身就是內在意

義的表達形式，且色彩本身即可成為一種足以表達情緒之語言的因

素；另將音樂與繪畫在藝術的精神上感通在一起，其脈絡便是建立在

「內在需要」這個中心思想上，並延伸發展出一系列的抽象式創作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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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藝術感通與音樂、視覺藝術之相關研究 

首先探討藝術感通的意涵，並彙整分析相關論述加以評析，由其研究

目的與結果，瞭解藝術感通在各藝術課程研究中的作用與扮演的角色。 

一、藝術感通的意涵 

朱光潛（1973）在文藝心理學一書中提到感通（correspondence），

原為法文correspondance，源自象徵主義（Le Symbolisme）詩人的用語，

她們根據著色的聽覺之現象，發揮為感通說。朱光潛（1984）曾說明法

國象徵派詩人曾為「感通」一詞做出定義：認為自然界的聲色、形象雖

不相謀，但其實是遙相呼應的，由視覺得來的印象往往可以和聽覺得來

的印象相感通，所以某一種顏色可以象徵某一種形或是一種音調。許天

治（1987）指出藝術的感通，不是複製，不是描摹，也不是變奏。他可

以不受時、空的限制，自由馳騁於各種門類的藝術之間。自然界中的聲、

光、色、相，人生界中的興、衰、哀、樂，這些聲音、色彩、形象、現

象，雖然原本各不相謀，但經過感情與情緒的交互連結，往往遙相呼應，

象徵主義的詩人們認為自然界的萬物和人的心靈之間，隱含著微妙的類

似與感通，即心靈上的一種契合。而藝術感通是審美活動中出現的一種

心理現象，藝術家、文學家將這種心理現象表現為作品時，可以化熟為

新、變常為奇，使作品意境深曲、藝術形象生動，讓讀者得到新鮮奇特

的感受，引發豐富的聯想，加強美的多層性與豐富性（李元洛，1980）。

楊嘉玲（2001）則指出藝術感通基植於心理上的共感覺與審美上的移情

作用，自然的諸般樣相中，和人的心靈型態之間隱涵著及複雜的冥合與

交響。 

狹義的感通是指「審美經驗中，人的各種感覺器官作用的溝通和轉

換」。即在日常生活的經驗中，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彼此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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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眼、耳、鼻、舌、身各感官的領域不分界線：顏色似乎有溫度，聲

音好像有形象，冷暖感覺有重量（錢鍾書，1990）。雖然所使用的媒介

與對應的感官不同，但是經由感通，彼此卻可以交流、溝通，相互增益

與啟發。 

許天治（1987）提到音樂與視覺藝術的關係已有許多專家學者做過

相關實驗，如巴黎大學教授德拉克洛瓦（Delacroix）的實驗報告，證實

音樂能引起視覺意象。凌嵩郎（1987）引用卡瓦斯基與奧德柏爾特

（karwoski＆odbert）對274名大學生做「音樂與色彩」共感覺的實驗，

研究結果顯示約60%的受試者對音樂選曲產生色彩聯想傾向；音樂家和色

彩的關連，如莫札特是藍色，蕭邦是綠色，貝多芬是黑色。Susan,M.T.

（2001）在其「初學爵士樂課程」之研究中，也提到樂曲與顏色是有其

相關聯性的，當教師播放類似爵士的黑人音樂時，大多數的兒童選擇的

顏色是黑色，播放田園風格的音樂時兒童選擇的是藍色或綠色等。 

此外，許天治（1987）也指出點和線的集合所形成的面，就像是一

段時間中，樂音所呈現的層次感。由於構成面的點和線可作出多種的變

化，使面上的肌理產生各種的空間性張力，因而呈現出多樣化的整體。

同樣的音，經過思維與設計，可以配置成優美的旋律或飽滿的和聲，也

可以任意混合而產生一堆混亂的音；同樣的形塊，可以產生毫無感覺的

堆聚，也可以形成一個有組織的整體。康丁斯基也認為聲音或音樂和繪

畫是相通的，只要透過適當的「翻譯」，就可以將音樂形象化，形象音

樂化。 

漢斯立克（Hanslik，1997）曾在《對視覺現象或非音樂性的聽覺現

象之音樂模仿論》中提到，“音樂藉由音的高低、力度、速度和節奏的

變化，可以呈現出一種聽覺上的音型，此音型相似於某視覺感官上的印

象，介於空間的運動和時間的運動之間的類似和替代性，如某物的顏色、

材質及尺寸，相類似於某些樂音的高低、音色和力度＂（許天治，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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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音樂、詩、繪畫與其他藝術之間，基於心理上的共感覺與審美

上的移情作用，可以互相感通，巧妙地運用不同藝術的媒介，以傳達不

同藝術的內涵，則音樂與繪畫是可以感通（許天治，1987）。 

二、藝術感通產生的因素 

根據許天治（1987）藝術感通的基礎是經有層次的聯想開始，由象

徵的心理歷程而達到感通，我們便從藝術感通的基礎「共感覺」與移情

作用來探討。本節先探討各類藝術的意義與特質，再分析藝術的基礎元

素及相關性，最後探討藝術感通理論的內涵與教學的可能性。藝術是一

種有意義的人為活動或其作品，經由不同的手法與技巧，及各種型態，

表達出創作者的感情及思想，進而引發接觸這些活動或作品的人，情感

上的共鳴或省思。 

因此，「思想」、「情感」與「技巧」，即為構成藝術特質的最重

要條件（陳瓊花，1995）。藝術在內容及形式上有它特殊的規定性及表

現性，有四大特徵：情感特徵、形象特徵、主題特徵及時空佔有特徵（歐

陽中石，1999）。一般人較熟悉的藝術種類有：繪畫、雕刻、建築、文

學、音樂、舞蹈、戲劇、電影等，亦即所謂「八大藝術」，共同特質是

「表現美的情感，給人美的感受」。 

（一）生理因素： 

感通的過程中，就生理方面來說，任一感覺系統受到刺激後，會

引起該系統的直接反應，同時也會引起其他感覺系統的共鳴現象，稱

為共感覺（synesthesia）（許天治，1987）。此外，人腦的運作機制與

感通的產生有密切的關聯。人的各種感覺器官和與之交相聯繫的大腦

皮層神經區域，雖然各思其職，如：視覺器官只接受視覺的刺激物，

形成視覺形象，不會產生其他的感覺反應。 

但是，大腦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各區域雖有不同的分工，卻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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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的聯繫，並且可以相互作用。當某一感覺接受刺激，將信息傳到

大腦相應的皮層之後，不僅使該區發生興奮、運動之現象，還通過內

部神經通道，使其他區域共同參與反應。於是由一種知覺、感覺，而

引起多種知覺、感覺，感通、聯覺也因此產生了（邱明正，1993）。

綜上可知，大腦是一個整體的作業系統，各個感覺區域會互相聯繫，

共同反應刺激，因此促成感通作用，所以應用於統整教學，與大腦的

運作機制是很相應的。 

（二）心理因素： 

感通的產生，就心理活動來說，是感知、情感、想像、理解等活

動交互作用的結果：以主體的心理結構為基礎，以感知為出發點，由

理解指示方向，以情感為動力，再加上想像的延展作用，才能出現（康

雲山，2001）。德國學者理普斯曾指出，人在面對事物時，會把自我

的知覺和情感投射到事物上，而達到情感的契合，物我合一的狀態，

也就是所謂的移情作用（劉思量，1992）。 

擔任藝術感通橋樑的元素，可能是物象本身的特徵，或藝術精神

之內涵，甚至二者之間的融合。不同藝術的表現，可藉由共感覺或移

情作用，不受時空限制的自由馳騁，只要有能力傳達兩種不同藝術的

內涵，巧妙運用兩種不同藝術的媒材與元素，則各類藝術皆可感通。

而藝術感通的結果，則因感通者的文化背景、人格特質、藝術修養及

當時的情緒，產生不同的風貌。 

綜上所述，感通的心理活動過程涉及思考、感受、感官與直覺四

種心智功能，能開發人類潛能，作為統整課程教學的理論基礎，確有

其意義存在。 

（三）共感覺： 

一種型態的感覺刺激，會可靠地造成一種或一種以上的感覺，抽

象藝術家康 丁斯基致力於追求聲音與造型之間的和諧，他常以音樂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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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描述他的圖畫，他的歌劇則混合了色光、光、舞蹈與聲音完形藝術

作品。 

1.視覺藝術引起的共感覺 

康丁斯基指出我們不僅能從音樂中「聽見」顏色，並且也能從

色彩中「看到」聲音，例如：黃色具有一種特殊能力，可以愈生愈

高，達到眼睛和精神所無法忍受的高度。藍色具有完全相反的能力，

會「降到」無限深。綠色非常平衡。紅色運用技巧時，可以給予強

烈鼓勵的印象。現代畫家克利（1879-1940）早年是交響樂團的第一

小提琴手，也曾深入研究色彩與律動、節奏和音調的關係。 

2.音樂藝術引起的共感覺 

根據（時代）雜誌 2001年報導中央大學杜尚副教授聽到幽悽的

薩克峰樂音時，會看到霓紅紫的蛇在空中扭舞，口琴聲是愉悅的綠

色，鋼琴聲的敲擊慢一出藍色的薄霧，史克里雅賓，他試圖將曲調、

每秒震動次數和色彩共生感覺細分出來，例如：A 調每秒震動次數

447次為綠色色彩、B 調每秒震動次數 490次為真珠藍色色彩。由上

可知，音樂與色彩的感通是可以在繪畫型是中表現出來的可能性。

（阮綠茵，2003） 

3.移情說： 

慕尼黑教授李普斯極力推動移情說，他認為：「唯有當主體將它

本身的活動入對象之中的時刻，美感經驗才隨之而來。」法國詩人

物艾呂亞提出：「一切東西都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迴響，其緣由、其

同類，由對比和變化，都是變化無窮的」（劉俐譯，1990），對於藝

術教學而言，作為基石的藝術感通是有探討的必要。 

三、藝術感通的價值 

由以上藝術感通現象的論述，可以發現感通作用的多種價值，這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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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之應用於教學上的意義所在。 

（一）靈活的思維 

一般人對於物象的感覺，囿於思維模式與感覺習慣，不能開放五

官的作用，互相挪移，因此，就無法有創新奇特的感知，在描寫、塑

造事物時，便缺少創意。而感通發生時，思維是開放的，不是封閉的；

是動態多變的，不是靜態固定的；是多向的，非單向的。對教學者及

學生皆有正面助益（薛梨真，2001）。 

（二）豐富的想像力 

藝術感通的心理現象，可以看做事想像與聯想的一種特殊形式。

在感通的過程中，想像力發揮作用，喚醒既有的生活及審美經驗，將

當前的物象、經驗，與記憶中的形象聯繫，再加以引申、加工之後創

造。能交錯運用多種感官，創造出新奇動人、美感豐富的意象（滕守

堯，1987）。 

（三）高度的創造性 

創新、創造是藝術最高境界，「好奇」與「喜新厭舊」也是人類

普遍具有的審美心理。藝術感通相對於一般的感覺，可以說是奇想，

所以表現出來的作品，一定更新奇、更獨特，能獲得新鮮奇特之審美

感受。 

（四）多層次的美感 

藝術感通是一種以審美對象為基礎，情感主觀且自由抒發的想像

活動，不是直接的表達，而是曲折的聯想，可以引發學生豐富的聯想，

加強審美的層次與深度（康雲山，2001）。 

綜合上述，以藝術感通為依據，繪畫與音樂並沒有分別，它們都是一

種溝通，如同音樂之旋律直接訴諸心靈，色彩與形式也能構成表達情緒之

語言，不但具有生理與心理之理論基礎，期能激發學生靈活的思維，豐富

的想像力，增強審美的層次與深度運用於美術教學上有其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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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藝術感通之相關教學研究彙整評析 

    運用藝術元素相通、結合的概念，國內已有許多學者對此進行研究：

何能賢（2000）、吳玉琳（2004）、林福均（2003）、楊嘉玲（2000）、

鄭啟宏（1993）將藝術感通理論應用於自我的藝術創作中；研究詩詞與繪

畫感通的有：杜甫題畫詩之審美觀研究（李百容，2003）、李白樂府詩色

彩之研究（黃麗容，2003）、李賀、李商隱「設色穠麗」的詩歌色彩析論

（蔡宇蕙，2002），透過感官對音樂產生感覺，在理解與思維音樂的過程

中形成知覺，進而運用視覺創造的策略來增進學生對音樂的感應能力及意

念與抽象符號的學習，及進行音樂教學。有一些研究都提到利用音樂與視

覺藝術感通的原理來設計課程，相關研究彙整如下表2-6所示：  

表2-6 應用藝術感通理論的藝術教學研究摘錄彙整表 

研究者 論文題目 研究目的 主要研究結果 

陳淑文 

（1992） 

 

以圖畫輔助 

音樂教學之 

研究  

探討音樂與美術

風格之關聯性與

相通性，藉由美

術風格輔助音樂

史與風格之教

學。  

為開啟視覺圖像輔助音樂教學之

先趨，將音樂史與美術史做一系統

之比較，並以圖形譜教學，學生能

更深入掌握音樂之內涵。  

康雲山 

（2001） 

 

從審美通感

談「語文」

與「藝術與

人文」領域

的統整教學  

以審美通感為依

據，進行「語文」

與「藝術與人文」

領域之統整教

學。 

審美通感教學所得之作品，表現了

靈活的思維、豐富的想像力、高度

的創造力及多層次的美感。  

 

 

 



 48

表2-6 應用藝術感通理論的藝術教學研究摘錄彙整表（續） 

呂宜親

（2001） 

視覺創意思 

考應用於國 

小音樂教學 

之研究  

主要探究結合聽

覺與視覺，以具

體的實像來傳達

音樂意念的教學

方式，探討能否

幫助兒童感受聲

音的特性，學習

與運用音樂概 

念。 

 

（1）以圖形的長短比例引導節奏

的學習，能加強兒童擊拍能力。 

（2）以圖形的高低位置引導音高

的學習，將有助於記憶音高與模仿

旋律。 

（3）兒童將色彩對應音樂時，會

依音樂的標題或歌詞的內容，來與

生活中色彩的經驗做聯想。 

（4）創作時間、分工情形方面，

兒童會因創作時間不足，而無法構

思完整地表現。 

楊嘉玲 

（2001） 

 

藝術感通理

論在自我音

樂創作中的 

運用 

 

本研究係以藝術感

通理論為研究重

點，透過聲像的轉

化，將音樂與繪

畫、中國唐詩、民

族舞蹈的感通性，

實際運用於音樂創

作作品中。 

（1）音樂創作中的潛在藝術感通

性主要是藉由美學、情感、形式來

達到，因藝術感通是值於對藝術的

共感覺及藝術情，並透過想像及象

徵之層次將各藝術與音樂之間做

轉化 

（2）將研究結果運用於以下的創

作作品豎笛與弦樂四重奏-《構成》

四重奏--《印象日出》 

聲樂作品--《樂游原》、《涼州詞》 

管淑華 

（2001） 

 

藝術與人文 

領域課程設 

計與實施之 

以行動研究團隊

發展國小四年級

的藝術與人文領  

以美學概念作為主題的整合式課

程，及共同的多元化模式，結合學

校藝術化情境能達成九年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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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應用藝術感通理論的藝術教學研究摘錄彙整表（續） 

 研究  域統整課程計劃

之研究  

程目標。  

吳佳燕 

（2002） 

 

音樂於國文  

教學之輔助  

 

由內容與形式方

面探討文學與音

樂的共通性。 

不同的藝術手法能擴展學生藝術

領會的思考方向與空間，同時引發

學生對文學作品有更深的悸動。  

林雯芬 

（2002） 

 

國小六年級

視覺藝術與

音樂統整課 

程設計及實

施之行動研

究 

 

本研究主要利用 

「以繪畫表現樂

曲內容」、「以

線畫表現樂曲感

受」、「結合音

樂與繪畫鑑賞教

學」三種模式，

進行行動研究。 

 

（1）視覺藝術與音樂統整課程在

國小六年級藝術教學上可幫助兒

童同時並用形象與音像的思考，體

會藝術品的感受與表現方式。 

（2）以繪畫表現樂曲內容、以繪

畫表現樂曲感受、結合音樂與繪畫

鑑賞教學等方式有助於六年級統

整視覺藝術與音樂的學習。 

（3）視覺藝術、音樂是不同領域

的藝術，在統整教學上有實際的困

難，有的困難可以在課程及教學設

計上處理，有的則須再進一步研

究，以及在教學資源上尋求解決。 

（4）視覺藝術與音樂的課程統整

實施能開拓兒童藝術學習視野、啟

發抽象創作思考、獲得系統化整體

性的藝術方面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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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應用藝術感通理論的藝術教學研究摘錄彙整表（續） 

許鈺珮 

（2002） 

 

視覺藝術作 

品輔助於國 

小音樂欣賞 

教學之研究  

針對音樂元素

與繪畫元素的

類比性、音樂與

其他藝術的相

關性進行探討。 

視覺藝術作品輔助音樂欣賞教

學，有助於音樂風格概念的認知，

並可以提高學習興趣。  

陳秀如 

（2002） 

 

視覺創造思 

考應用於創 

造性舞蹈之 

探討  

由視覺刺激了

解空間元素的

特性，及其與舞

蹈的關聯性，促

成對舞蹈的聯

想與啟發。  

透過圖像的方式來幫助學習舞蹈

元素的概念，除了能強化概念的建

立，由視覺的觸發有助於表演者對

於空間的體認。 

陳學毅 

（2003） 

 

由音樂感知

導引設計發

想之脈絡研 

究 

 

鑑於音樂與抽

象繪畫的互動

影響，為進一步

探索此跨知覺

的研究領域，並

發掘以音樂激

盪設 

計創意的可

能。本研究以音

樂感知做為設

計發想之導

引，並藉由音感

創作實驗暨質 

（1）藉由音樂所帶來的屬性感受

與想像，能把主題的、情境的與物

品的屬性連結在一起，幫助設計者

快速地掌握該情境的屬性與特質。 

（2）產品聲音與節奏的新思考激

盪，展現出抽象思考的特質，讓設

計者有更為自由的聯想空間。 

（3）對於符號形式與意義轉化所

帶來的新意，研究發現圖像導引的

符號轉化，主要是藉由符號具的形

式跨越，而音感導引則是著重於 

符號義的感知跨越。 

（4）借助於音樂的「無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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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應用藝術感通理論的藝術教學研究摘錄彙整表（續） 

  化研究法，探討

音樂導引設計

創意的內涵。 

聽者能專注於感受的描述與經驗

蒐尋，因而強化了對感受、事物屬

性、情境、概念等的思維運作，進 

而使設計者能以感受為核心，確立

情境、產品的感性基調。 

（5）透過聲音與節奏進行產品的

設計發想，使產品以聽覺感知為出

發點，再轉為視覺化的產品呈現，

此種跨感知的設計整合，能促使設 

計者去考量產品的各個感知面向。 

藍家蕙 

（2005） 

 

藝術感通理

論應用於國

小低年級音

樂統整之研

究 

探討音樂、視覺

藝術、表演藝術

之基礎元素找

旋元素之相關

性，應用藝術感

通理論，建構以

音樂為主軸之

統整課程。 

（1）藝術感通具有生理與心理的

基礎，應用於教學能充分展現人類

的心智能力、表現靈活的思維、發

揮豐富的想像力與高度的創力，並

開展多元的藝術感受能力。 

（2）藝術感通之音樂教學可配合

運用多元智能觀中的「意識→擴大

→教學→轉變」之教學階段，由生

活中取材，使學生意識到音樂之存

在，再擴大使用音樂的習慣，之後

運用視覺圖像將音樂具象化，進行

音樂基本能力的教學，達成音樂課

程「實踐與應用」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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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應用藝術感通理論的藝術教學研究摘錄彙整表（續） 

卓淑惠 

（2005） 

國小六年級

藝術統整課

程之行動研

究~以音樂與

視覺藝術共

通的藝術形

式為主軸 

探討音樂與視覺

藝術的共通性及

共通的藝術形

式，規劃與進行

音樂與視覺藝術

課程統整教學方

案之行動研究，

以解決藝術與人

文課程統整教材

與教學問題。 

音樂與視覺藝術具有共通性，從

相同的美學概念中找出共通的

形式原理來規劃音樂與視覺藝

術課程統整教學方案是可行

的，可解決藝術與人文課程統整

教材與教學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2-6所彙整之相關文獻，就其研究目的及研究結果可概述如下： 

（一）研究目的 

1.楊嘉玲、許鈺珮、管淑華、藍家蕙、卓淑惠等五篇之研究，旨在探

討結合聽覺與視覺，以具體的實像來傳達音樂意念的教學方式，是

否能幫助兒童感受聲音的特性，學習與運用音樂概念，並且由美學

的角度出發，探究審美通感的意義、學理基礎及價值，進行「語文」

與「藝術與人文」之統整教學，結果能表現靈活的思維、豐富的想

像力、高度的創造性與多層次的審美感受力。 

2.呂宜親、陳淑文、陳秀如、林雯芬等四篇之研究將視覺創意思考應

用於音樂或舞蹈教學，探究結合視覺、聽覺、肢體來建構學生藝術

概念與知識、能提供更寬廣之創作空間、有助於藝術學習能力之遷

移、可引發高度之學習興趣、提供各類型藝術之間相通的學習體驗。

結果發現視覺圖形對兒童音樂基礎概念學習及創作能力均有正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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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3.其中康雲山、吳佳燕，嘗試於國文教學時加上音樂之輔助，先由內

容與形式方面探討文學與音樂的共通性，在教學時進行轉化。 

4.陳學毅之研究是希望利用藉由音樂所帶來的屬性感受與想像，能把

主題的、情境的與物品的屬性連結在一起，幫助設計者快速地掌握

該情境的屬性與特質並透過聲音與節奏進行產品的設計發想，使產

品以聽覺感知為出發點，再轉為視覺化的產品呈現。 

（二）研究結果 

1.12篇論述之研究結果，均發現音樂、視覺與舞蹈藝術間具有感通性。 

2.研究結果發現在學習態度方面視覺藝術作品輔助的音樂欣賞教學能

加強學生的專注力、引發學習興趣。 

3.視覺藝術可幫助學生同時並用形像與音像的思考，體會藝術品的感

受與表現方式。 

4.藉由音樂與視覺藝術能整合藝術科目的學習，強化基礎概念的認知

與學習，擴展藝術思考的方向，提升藝術及引發豐富的想像力以提

升創作力及感受力。 

5.可以藉由音樂聲音與節奏進行產品的設計發想，能使產品以聽覺感

知為出發點，再轉為視覺化的產品呈現。這種音樂與視覺藝術透過

設計整合，能促使設計者去考量產品的各個感知面向。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可知，相關研究均提到藝術感通的理論，藉由藝術

感通的方式，各種門類的藝術之間可以產生共同的感覺和移情作用，視覺

藝術可以幫助音樂概念的學習，而透過音樂聽覺的感知，擴展藝術思考的

方向，幫助瞭解視覺藝術作品的內涵與創作。因此，由文獻資料分析亦證

明，將藝術感通理論應用於教學之上，對藝術基礎教育具有正面、積極的

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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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藝術基礎元素 

    康丁斯基繪畫中的音樂性主要就是藉由點、線、面、形和色彩等造形

因素的結合與安排，表現出抽象藝術中的音樂美、節奏感、韻律感。而關

於點、線、面這些繪畫元素的分析，成為康丁斯基在探尋抽象繪畫的音樂

性的歷程中，將是不同藝術立足於同一內在精神意義之後的必經之路。故

此章節將探討藝術基礎元素，包含：視覺元素、音樂元素及藝術形式。 

一、視覺元素 

人類生活環境中所有事、物的視覺形象，不論簡單或複雜，皆由形狀、

色彩、質地與明暗等共同元素所組成。所謂構成元素指的是畫面構成的基

本元素，也就是說排除觀者本身的視覺感知經驗，省略物的形、色等外在

造型要素，抽離不必要的細節部分，如此將畫面極度單純化後，我們就可

以看到畫面中僅存最為基礎的三個構成要素－「點、線、面」。藝術家靈

活的運用點、線、面的特色，以完成所希望的視覺效果（林品章，1999）。 

而當此三元素各自獨立存在時，它們具有各種不同的視覺效果和特

性。「點」給人“集中＂的感覺，「線」具有伸長的動感特性，「面」則

帶有重感。既然點、線、面各有隸屬於自己的獨特個性，若是能對此善加

應用，靈活且技巧地使用此三項構成元素，自然可以展現出多樣的畫面效

果。筆者從康丁斯基《點˙線˙面》一書中及其他學者所著，將點、線、

面之理論形態整理、分述如下： 

（一）點  

1.點的定義  

    點為形的最小元素，它可以有無數的造型，其邊界則視它的大小而

定，它帶有張力（tension），而沒有方向。單獨的一點，注意力會完全

集中在這個點上，內力與外力互相平衡，使人覺得有蘊藏力量的緊張感；

如果有兩個以上的點同時存於一畫面時，視線將來回反覆在這兩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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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而在心理產生互相牽引的拉力，及虛線或虛面的感覺（李薦宏、賴

一輝，1973）。而當兩點大小不等的點並存於同一空間的時，視覺方向則

會常依「由大而小」或「由近而遠」的順序，產生心理上的移動效果（丘

永福，1989）。點的定義在幾何學的定義中，點是只有位置卻沒有面積的

一個不存於現實空間的點，它依存於人們的想像，非肉眼可見，屬於一

種幻想性的點。簡而言之，若是要將點轉換成我們所熟悉之經驗的話，

幾何點就等於我們所知道的零，以幾何學的角度來看，點就是這麼一種

謹約的形，似乎在陳述些什麼，卻又十分孤寂、無語。然而，當點脫離

幾何學的限制，轉化成一般的視覺表現要素時，那麼它便擁有實質的面

積，而非不存在的想像物質。在我們一般的經驗裡，點雖然可以視為形

的最小元素，但是在一平面上，如果點的形狀很大，大到足以形成一個

圓面積，那麼我們又該如何判斷那是一個點，還是一個面呢？因此，點

的判斷依據應該要界定在下列三個要素之中。 

（1）點和基面的大小比例關係  

將一個兩公分的點分別放在五平方公分及五十平方公分的基

面上，在視覺上所形成的知覺感受就不相同，以常理性之視覺經驗

而言，在五十平方公分之平面上，直徑兩公分的點只能稱的上是一

個小點，但是若將點移到五平方公分的基面上，則此點我們無法稱

之為點，而是一個面。因為點與基面之間的對比關係，使得相同大

小的形劃分出點與面之區別，因此若要判定形是否為點，則必先考

慮其與基面之關係。  

（2）點與周圍要素之關係  

可與點產生相互對比關係的要素，除了其與基面的大小比例關

係外，點周圍形的大小也都能影響到點的形成與否。舉例而言，兩

個大小相同的基面上，各有一大小相同的點，挑出其中一張，在點

旁邊加上一條細線則點在線的相較之下即成為一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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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不受形狀限制  

由上述兩點論述，可知點並無絕對的大小，除此之外，點在形

狀上同樣也沒有絕對的形態，並非只有圓形才能算是點。舉例而

言，遼闊草原上散佈的牛隻，無論是牠長的如何，遠距離的看，我

們會覺得是綠地上的許多小點，但是當我們走近一看，那種點的感

覺就會消失不見，因此，點的判斷不應受到物象本身的形狀所限制。  

2.點的視覺特性  

不論是單獨出現一個點，或是同時出現兩個以上的點，我們對於點

的視覺感受都會因為點的大小、濃淡、疏密、位置排列，甚至於背景或

周圍形體的不同而產生各種不同的視覺情感，仔細觀察便可以發現點雖

然渺小，但是它所附有的生命力卻是極大無窮，其特性可歸納如下：  

（1）單一的點具有集中和抓住視線的效果。  

（2）在一畫面中，同時存在兩個以上的點，視覺上會產生動感。  

（3）大小不同的點可以構成各種不同的性格。  

（4）不同的形狀均具有點的效果。  

（5）點有中斷、休止的效果。  

（6）連續的點會產生節奏、韻律和方向感。  

（7）點的大小變化會產生具有深度的空間效果。  

（8）若有計畫的排列點，則會產生線面的效果。  

3.點的線化  

如果將點以線狀加以排列，它就會形成線的感覺，並且帶有動感、

方向性，這是因為當點互相靠近時，彼此會產生引力，造成視覺上往返

的動向，因而有線的感覺，這樣的情況我們稱之為線化或消極的線。然

而，單就引力來討論的話，我們可以發現，點相距的距離與其引力成反

比，兩點相距越遠，引力越小，且其引力又跟點的強度成正比，例如同

時存在大小兩點，小點就容易被大點吸引過去。  



 57

4、點的面化  

點的移動會產生線，將之聚集則產生面。有計畫性的排列大小、濃

淡及形狀各不相同的點就能營造具有凹凸變化及動感的面。 

（二）線  

1.線的定義  

在幾何學的定義上，線是點移動的軌跡，因此它具有位置和長度，

和點一樣沒有實在的寬度和厚度，但是如果以視覺的表現看，那麼線不

只具有寬度同時也產生我們視覺所能見到的面積，也就是說這個軌跡可

分為心理和實際兩種，如兩點之間存在一直線，此一直線係由於視覺動

向的關係，在心理上形成一條直線。如果用筆畫出來則形成實際的線條。  

線條的特性上大多具有理性，可以分析，但張全成（1994）認為線

的形式具多樣性，可以薄、弱、輕、亮，也可以厚、強、重、暗。線條

因產生的方式不同，展現的形式也有所不同。線帶有張力和方向，其方

向性是點因力的作用所表現出的現象。線的形狀同樣不被限制，可直可

曲、可剛可柔、可細可粗，雖然線變化多端，但是它的特性其實跟點很

類似，若是將其寬度加大到某一程度，線也會變成面；將其長度縮短，

則會喪失線的性質，而使線變回點的狀態。也就是說「長度」是線最為

重要的特性，當寬度小於長度時，線才得以成立。  

直線則是點在空間按同一方向運動的軌跡，其中包括水平線、垂直

線、斜線等基本類型，而折線則是直線系裡，點移動的方向突變所產生

的軌跡。曲線是點在空間逐漸變換方向運動的軌跡，有拋物線、波紋線、

螺旋線等類型（顧俊，1988）。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1985）

曾提出對直線的看法，他認為水平線是無盡冷性運動的最簡單形式，是

詩意的；而垂直線伸向高處，是無盡暖性運動的最簡單形式，是戲劇的；

對角線則是冷熱無限運動的最簡單形式。 

2.線的特性  

一般使用在藝術作品的線條種類，不外乎垂直線﹝ver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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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s﹞、水平線﹝horizontal lines﹞、對角線﹝diagonal lines﹞、

曲線(curved lines)、曲折線﹝zigzag lines﹞等，每一種線條都有它

的特性，在造形思維上，線是動力，也是生命力的激發，線形的表現有

以下之分類，如下表2-7所示。 

 

表 2-7 線的分類 

線 

直線 曲線 

相接的線 交叉的線 開放的曲線 封閉的曲線 

折線、包格線、 

集中線等 

直交格子、 

斜叉格子等 

弧線、旋渦線、 

單曲線、拋物線 

曲線、垂直線等 

圓、橢圓、心形  

蛋形等 

資料來源：林崇宏（1999）。《造形‧設計‧藝術》。 

    卜蘭克（Charles Blanc）曾說線不僅是語言，也能表現一切情感。

以下就多位學者的觀點，將線的情感表現歸納如下（Schirrmacher，1988；

林書堯，1990；凌嵩郎、蓋瑞忠、許天治，1987；陳木子，1997）：  

（1）直線－具有簡單、明晰、直截、決斷、峻峭、嚴肅、勢力、確切等

情感或情趣。 

a.水平線－具有溫和、廣闊、和平、永恆、安靜、安全及休息的感覺，

亦有無聊、疲倦、消極的意思。 

b.垂直線－有力、興奮、緊張、上騰、挺拔、驕傲、頑固、生硬、單

純而爽直，有隨時可變為動態的張力。 

c.斜線－動的、活潑、刺激、壓迫、危急、不定、不平衡的象徵，強

調活動和張力，當傾斜度愈大，其速度感愈快，重心的負荷力也愈大。 

d.折線－具有不安定、焦慮之感。 

（2）曲線－具有溫和、柔順、圓滑、流動的情感與情趣。一般來說，水

平的波狀線，常與安息的感情結合；而不斷連續的曲線，則常與活動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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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感情結合。 

a.C 曲線：具有簡要、華麗、柔軟之感。S 曲線：具有優雅、魅力、高

貴之感。 

b.渦線：具有壯麗、不明確、混然之感。 

c.順自由曲線－具豐富的感情與自由的韻律，略帶不安全的意味。 

d.亂自由曲線－使面形軟化，質地柔軟，產生不與人爭的感覺，象徵

不規矩、粗野紊亂、纏綿不清。 

（3）重線－具有沈重、濃厚、強盛、磊落之感。 

（4）輕線－具有纖細、柔弱、輕巧、瀟灑之感。 

（5）粗線－具有沉重、濃厚、強盛、磊落、力強、鈍重、粗笨之感。 

（6）細線－具有纖細、柔弱、輕巧、瀟灑、神經質、銳敏、尖銳、精緻

之感。 

因為畫線時所用的力量、速度、方向、性格等種種不同的作用，使得

線具有不同的感情特性。由於線是點移動而成的軌跡，所以線本身就具備

了動的力量，同時線是基於它的形狀、方向、位置等變化而自身就可表現

出一定的運動感。此種動感就是支配線情感的重要因素，而線的感情在造

型上是極為重要的條件。所以線條的表現不僅含有符號傳達意義的活動、

影響視覺線條的感覺，也代表著創作者一種運動狀態與活動性質。黃銘祝

（1987）認為「線條所產生的視覺效 果暗示出作畫的經過，即是畫者運

筆畫成的情景，並感受作者創作時所體認到的 熟練、輕易、雄渾有力或

刻意求精之感，並把這些感情投注於線條本身，經由線 條的和諧、平衡、

演進、律動等方式，產生畫面的統一與變化。」 因此，線條的表達不但

能夠傳達出繪畫中符號象徵的意義，也能讓人從線條的性質與組合中去了

解與認識其表現的意義。 

（三）面 

1、面的定義  



 60

當兩個直線力量碰撞會產生角，而具有面的感覺，面也是線條移動

軌跡，其決定要素是輪廓線，符合這個條件的平面空間，皆被認為是

（面）。幾何面是線所移動的軌跡，具有長度、寬度而無厚度。平面不

但具有情感，且充滿幻想與活力。面可造成空間層次感的變化，以表達

內在深層的意念。面的形成狀態依我們在造形上的視覺經驗加以分類：

（丘永福，1989） 

（1）積極的面－經由線的移動而形成的面、由點擴大而形成的面、線寬 

增大而成的面，為實體的面，整個佈滿顏色，是個充實的面。  

（2）消極的面－由聚集的點所形成的面、由線集合而成的面、線條環繞 

而成的面，是個空虛的面，只鈎出輪廓線，或只用點或線聚集形成的面，

是屬於消極的面。 

2、面的類別與特性  

面可分為幾何形和非幾何形的面兩類，說明如下： 

（1）幾何形的面－由直接或幾何曲線形成或組合形成的面。幾何形的面 

具有單純、明快、簡潔的感覺，但如果組合在一起的幾何面太過複雜， 

則會使這些單純、輕快的特性就會消失。  

（2）非幾何形的面－可分為有機形與偶然形的面兩種。如葉子、蝴蝶翅 

膀等自然中的形，即為有機形的面。偶然形的面就像是水潑灑在地而形 

成的面，有其動感卻無意識。  

    在造形上，面的形成是由面與面的合成，平面上的形可分為「幾何

學形」、「有機形」、「偶然形」與「不規則形」四大類型，其類型

特色如下（王秀雄，1989）： 

a.「幾何學形」：只由直線、曲線、或這兩者合成的，三種形成方法，

具有明快、數理性、秩序性之性格，具有機械性的冷感。 

b.「有機形」：是秩序化的、自然化的生理形態，不能以數理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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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像水面的漣漪，以及所有順其自由曲線所構成的形具有

純樸之視覺特徵，令人產生秩序性的美感。例如：海邊的小石

子、植物，礦物結晶等，自然界有機形態。 

c.「偶然形」：意外形態又稱為偶發形態，偶然產生之形，即作者

本身不能完全正確地控制其結果，也不能有計畫地創造出來，

然而此種形態是其它種形態所表現不出來的，例如：在自然界

中的樹皮的裂痕，以及一切罕見的紋理，普通又將偶發形態劃

分 為二，一種是創造性的選擇形，例如運用吹、打、噴、印、

拓、蝕、流、染的技巧所創出的形態。 

d.「不規則形」：專指有意識，故意製造出來的造形，能下計畫並

將自己 某種程度的感情表達出來。例如：用手撕開紙張或用

剪刀剪成想要的形狀，具有人情味之溫暖感覺。 

從康丁斯基《點˙線˙面》一書中將點、線、面之理論形態整理如下

表2-8： 

表2-8 康丁斯基繪畫理論－點線面 

 

色彩與型態的關係 

◎直線的

重複加上

重量的變

化 

◎角線的

重複 

 

◎角線相

向 的 重

複，形成面 

◎弧線的

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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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重弧線加

上重複的弧線 

 

◎弧線相對的重

複，形成面 

 

◎弧線相

向 的 重

複，形成面 

◎直線的

中央節奏

性的重複 

◎弧線的

中央節奏

性的重複 

  

黑、白點顯示基本的色彩價值 黑、白點顯示基本的色彩價值 

 

  

◎水平~垂直~對角的點圖，形成自

由的線的結構 

【線】加重的自由浪線~水平向 

 

  

垂直的情形~ 暖而靜 對角的情形~ 不和諧的 

  

表2-8 康丁斯基繪畫理論－點線面(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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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情形 ~ 冷而靜 角對角的情形~ 和諧的 

 
  

「點」上升的九個點 

 

「點」往中心的冷性張

力 

「點」漸次分解 

 

 

 

 

【線】點位於面的邊緣 【線】寬幅尺寸有利於表現，由一

個個較少張力的形組合的總體張力 

   

表2-8 康丁斯基繪畫理論－點線面(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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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點位於面的邊緣 【線】細細的線穩立於

沉重的點前 
【線】反中心結構 

   

【線】兩條弧線朝向一條

直線 

【線】自由弧線朝向點

帶幾何的弧形的聲音 
【線】同上的複合體，

加上幾各自由的螺旋

形，更形複雜 

  
 

【線】雙重音一直線的冷

性張力，弧線的暖性張

力，僵硬的朝向鬆弛的，

稀的朝向密切 

【線】 

直線和弧線複合體的

內在關係（左~右）用

於黑色三角形圖 

【線】對角張力及反張

力加上一個點。點使外

在結構加上內在的脈

動裡 

  

表2-8 康丁斯基繪畫理論－點線面(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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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色彩的變化圖只需用一點點

的色彩（黑）就可以達到 

【線】浪線，加上幾何圖形 

  

【線】圖「紅色的小夢」（1925）

的線形結構 

【線】水平~垂直結構，家上對立的

對角及點的張力。 

資料來源：吳瑪利譯（1985），＜點線面＞ 

（四）具象造形和抽象造形 

在視覺藝術上所用的造形，可分為具象造形和抽象造形如下(林崇

宏，1999)： 

1.具象造形： 

具象形是模仿自然或人、事、物的形象，例如：動物、植物、

礦物、風景、天象等，圖形則包含自然形、幾何形，還有其自然現

象所顯示的內在精神，此類題材稱為：具象造形，主要以描繪、摹

寫、複製、變形、再現為依據。 

2.抽象造形： 

抽象造形是指現實事物的具體形象被簡化到由基本的本質來呈

現，圖形則以幾何形或不確定形加以表現，抽象藝術（abstraction）

的先驅者為包浩斯時代的康丁斯基（Kandinsky）俄國畫家、馬雷維

奇（Kasimir, Malevich）、法國的杜勞奈（Rober Delamnay）、荷蘭的

蒙特里安（Piet Mondrian）等四人，致力將現實具象的物體加以徹

表2-8 康丁斯基繪畫理論－點線面(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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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分解、變形並重新組織以達到目標，因此，可將抽象造形定義為：

在創作作品中所表達的形象不同於現實世界中常見的形 象，而無法

去便是其為何物者，卻又可以反映出社會、生活與文化的現實狀況

者。 所以我們又可將抽象造形定義為：它不是自然或現實的「相對

物」（counterparts in nature or reality），在作品中找不到可供

辨認的「現實形象」。 

    抽象造形是由形象、色彩、線條及空間等純粹繪畫要素所組合成的「造

形世界」，是一種與「現實形象」全然不同的獨立秩序。抽象造形又被解釋

為「扭曲」（distortion）的一種形式，此種抽象造形的表現以繪畫居多，

例如：保羅克利、畢 卡索、米羅等藝術大師都是抽象造形藝術的先驅，其

作品都是使用扭曲將其造形簡化（simplification）而成的，康丁斯基、蒙

特里安、瓦沙雷（Victor Vasarely） 等人，使用幾何形式組合成形式造形

的抽象主義畫家，抽象造形藝術的創作是一 種獨到的經驗累積及獨特的創

意組合加上創作者的智慧啟發所累積而成的，由以上之論點可將具象造形

與抽象造形比較如下表2-9： 

表2-9 具象造形與抽象造形比較表 

元素 具象造形 抽象造

形象 具實物形態素描 幾何圖形、不規則的形 

線條 描繪物的外形輪廓 作形式內涵的表現 

空間 透視法的深度空間 以重疊配置具有主觀性的層次空

名字 具體的明確描述 以象徵性、隱喻性的形式 

色彩 以光學原理，將明暗的程度反

應出自然的描繪 

以色彩的色相、彩度、明度原理表

現純粹的光學現象 

題目 以自然的各種生物、人造的各

種物體 

非形式的較具觀念式的精神表達 

派別 古典主義、印象主義、巴洛克

藝術 

抽象主義、立體主義、歐普藝術、

後現代主義 

資料來源：林崇宏（1999）。《造形‧設計‧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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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 

1.色彩三要素 

    色彩的三要素為色相、明度和彩度。色相是指分別不同色彩的名

稱，一般而言，寒色如青色系調，容易讓人產生冰冷、沈靜之感，可

稱為消極性色彩；暖色如赤黃色系調，容易讓人產生溫暖、興奮的感

覺，可稱為積極性色彩；中性色則介於寒暖色之間，如綠、紫等色系

（陳瓊花，1996）。明度是指色彩明暗的性質，是依色中所含有之光的

份量而定，含量多時，光度強而明，含量少時，則光度弱而暗；彩度

是指色彩的強弱而言，視是否參雜有黑或白色，所以又稱為純粹度或

飽和度。如混入黑色或白色，則原有飽和色固有性質就會發生變化。

混入白色，則原有的色澤就帶有白色的調子，稱為清色；混入黑色，

則原有的色澤就帶有黑色的調子，稱為暗色；混入灰色，則帶有混濁

的調子，稱為濁色（林書堯，1984）。整體配色採用暖色與彩度高的顏

色為主，就帶有刺激性，以寒色與彩度低的顏色為主，就會感到平靜；

調和的色彩可以產生平穩的感覺，對比的色彩則可加強其個別的特

性，而色相數愈多也就愈顯得熱鬧（Arnheim，1974）。 

2.配色的原則 

兩種以上的色彩放在一起便會有所比較。所謂「調和」的色彩，

是指具有某種秩序的色彩組合。配色是否調和，得看色彩和色彩之間

的差異能否讓人感覺舒適而定。通常我們可以利用色相、明度或彩度

的變化來調整色彩之間的關係，進而得到調和的效果。  

色彩的組合方式有兩種，一是在統一中求變化，稱為「類似調和」；

二是在變化中求統一感， 稱為「對比調和」。類似調和可以利用相同

或類似的色相、彩度、明度的配色來得到統一感。對比的調和就以變

化為主， 可利用對比的色相、彩度、明度來組合動感的畫面， 而這

些「類似調和」及「對比調和」也必須考慮色彩在畫面中所佔面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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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才能有更完善的效果。（歐秀明、賴來洋，1986）。 

3.色彩的感情 

色彩會使觀看者引起種種的感情作用，是因主觀因素而起，是從

過去經驗、記憶與知識所引起的聯想。色彩的聯想經過長時間的累積，

會漸漸形成記號式的表情，而後甚至會建立起表示抽象意義的色彩象

徵（林書堯，1983）。根據日本學者塚田的調查，少年較常將顏色與生

活週遭的物品作具體的聯想，而成年以後與社會生活有關連的抽象觀

念聯想則會變多。人們對色彩的感覺所產生的共通性，如民族習慣或

傳統，就會賦予色彩特定的象徵意義（何耀宗，1984）。因此，色的感

覺會隨個人、國家、民族、地理、宗教等因素的不同，產生不同的情

感變化。國內學者虞君質（1996）在所著《藝術概論》書中提到，西

洋色彩學家公認色彩能引起情感傾向，例如： 

（1）紅色－力量、熱烈、喜悅、煩惱、殘暴、爭鬥、仇恨、摯誠。 

（2）黃色－莊嚴、高貴、柔弱、和平、放蕩、嫉妒。 

（3）藍色－森嚴、高尚、冷酷、陰狠、沈著、冷靜、神秘、陰鬱。 

（4）青色－深遠、廣漠、沉靜、寂寞、抑鬱、憐惜、信仰、神聖。 

（5）綠色－勝利、健全、和平、親愛、公平、新鮮、青春、希望。 

（6）紫色－高貴、神聖、優雅、溫厚、誠懇、嫉妒。 

（7）橙色－熾盛、渴望、自由、嫌忌、疑惑、不安、任性。 

（8）白色－清潔、素樸、純潔、光明、貞靜、神聖。 

（9）黑色－神秘、悲哀、嚴肅、恐怖、黑暗、沈默、死亡、懺悔。 

（10）灰色－寂寞、冷淡、失望、恐怖、淒涼、煩惱。 

而色彩的聚合，又可發生各種不同的特殊感情，例如： 

（1）白＋紅＝淡紅：有青春、淡雅、活潑、明快的感情。 

（2）藍＋綠＝草綠：有豐滿、莊重、素樸的感情。 

（3）藍＋紫＝青紫：有獰惡、陰毒、險詐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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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上述所列各種色彩所引起的情感，依色彩三要素的變化來分類，

可以歸納出人對色彩感受的共通性原則如表 2-10（林書堯，1983）。 

表 2-10 人對色彩的情感變化分類表 

屬性分類 人對色彩的感情反應之聯想 

暖色系 溫暖、活力、喜悅、甜熟、積極、活動、華美  

中性色系 溫和、安靜、平凡、可愛 

色相 

寒色系 寒冷、消極、沉著、深遠、理智、休息、幽情、素淨  

高明度 輕快、明朗、清爽、單薄、軟弱、優美、女性化  

中明度 無個性、附屬性、隨和、保守  

明度 

低明度 厚重、陰暗、壓抑、硬、遲鈍、安定、個性、男性化 

高彩度 鮮豔、刺激、新鮮、活潑、積極性、熱鬧、有力量  

中彩度 日常的、中庸的、穩健、文雅  

彩度 

低彩度 無刺激、陳舊、寂寞、老成、消極性、無力量、樸素  

資料來源：林書堯(1983)《色彩認識論》 

    康丁斯基（1985）認為如果將色彩的感覺深刻化，便能引起更深一層

的心理連鎖反應，那麼色彩的表面印象是可以發展為一種經驗，這是色彩

的生理作用；而色彩的心理作用則是將生理作用傳到心靈而發生的。另一

方面，Theodor Lipps 則提出不同的觀點，他認為某種色彩的「力」並非

存在於感知者所賦予統覺的力量之中，而是固存於色彩本身的性質，他主

張形式的感覺表現與其所傳遞的內容之不可分的統一性(Arnheim，1994)。 

此外，康丁斯基認為色彩不僅對視覺發生作用，也會引起聽覺的反應。例

如白色對我們心理而言，就像是絕對的沈默，它發出的內在的聲音似無

聲，像音樂裡的休止符，是樂曲的段落而不是終結（Kandinsky，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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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樂元素 

音樂是由各種元素組織而成，它們無法單獨存在於音樂中，依著統一

與變化的原則相互結合，展開多樣的形式與內容。二十世紀開啟現代音樂

之門的作曲家荀白克（Schoenberg, A., 1874~1951）在他的《音樂作曲的基

礎》裡曾提到：「音樂是將音樂元素有組織的組成，此元素之作用如同在

生命有機體內所發揮的功能一樣。」（Hanslick，1997） 

音樂包含哪些元素眾說紛紜，Benward 及White（1993）認為音樂的

基本素材是聲音和時間，每個音樂作品都是將聲音有方法且精密的組織而

成，並在延續的時間中展開。「音樂是在時間的經過中，記下『美的』而

『有秩序』的聲音流動之藝術」（許常惠，1986）。被稱為「現代音樂之

父」的史特拉汶斯基（Stravinsky, I., 1882~1971）在他的《音樂詩學》裡曾

為音樂下定義：「音樂是聲音和時間的理論。」而聲音的物理特性賦予了

音樂各種表現的可能性， 

其中「音長、音強、音高、音色」四項是構成音樂的基礎元素（曾翰

霈，1997）；此外，再加上創作者心理及生理的反應活動，將以嚴格選擇、

組織、改造，才能塑造出動人的藝術形象（張蕙慧，1997）。美國當代的

作曲家兼音樂學家柯普蘭（Copland, A., 1900~1990）在他的《怎樣欣賞音

樂》一書中認為，音樂的四大要素可分為：節奏、旋律、和聲、音色（劉

燕當，1988）。 

Andrews（1971）則認為「和聲」和「旋律」不能算是音樂的基礎元

素，它們都是來自「音高」這個元素，屬於音樂的延伸部分，因此音樂的

元素嚴格來說只有音長、音強、音高和音色。根據以上學者的論點，歸結

音樂的基礎元素為「音長（時值）」、「音高」、「音強」、「音色」四

項，分述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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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長（time value） 

音長就是聲音的長短，在音樂上稱為「時值」，可用文字或符號表

示，以「拍」（beat）來計算。音響學上，聲音的長度是指開始振動到

振動結束的時間，通常以秒計算。 

「一拍」就是用手打一下的動作，由於動作可快可慢，所以要有一

個參考速度或指定速度，因此，「速度」（tempo）也是音樂構成中另一

個重要的時間元素。另外，強拍和弱拍搭配成一個循環律動的模式，就

稱為「拍子」（meter）（曾翰霈，1997）。 

音樂是由許多音所構成，音與音的長短安排便產生了「節奏」

（rhythm）--在希臘文是「流動」的意思，指的是音樂之抑揚緩急。歷

史學家認為節奏是音樂起源的要素之一，可能源自於儀式上的伴奏。音

樂可以精簡到只剩下節奏。節奏可做固定模式的反覆（頑固伴奏），也

可以無拘無束的開展（王沛綸，1986；曾翰霈，1997）。 

音樂形式論的捍衛者漢斯利克（Hanslick, E., 1825~1904）在他的《論

音樂美》裡表示，節奏是唯一存在自然界的音樂元素，也是人類最先察

覺到的，以及最早用來啟蒙孩童及馴服獸性的。在大自然及我們的生活

中，處處可見節奏的蹤跡，如：日出日落、月亮的盈缺、鐘擺的擺動，

以及我們的呼吸與脈搏（Hanslick，1997）。西蕭（Seashore， 1967）

曾說，節奏是一種本能，可由音長和強度，生動而正確的聚合週期性的

感覺印象，從而獲得不同的感受，而隨著音符時值的變化，可產生不同

的曲趣。例如：要表現生動活潑的情趣時，可減短音的時值；表現優美

情緒時，可延長音的時值做圓滑唱奏。 

此外，當音與音的距離越小時，速度就越快，動力也越大。因此，

曲調速度漸快，有進取性、積極性的動態；曲調速度漸慢，有和緩、消

極或停止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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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高（pitch） 

音高是指聲音的高低，從音響學的觀點來說，音的高低是依物體振

動次數的多寡來計算，每秒鐘振動的次數，稱為「頻率」，通常以「赫

（Hertz，縮寫Hz）表示。頻率越高音越高，頻率越低音越低。此外，人

體所能聽到的聲音頻率是介於20Hz-20000Hz。 

將連續的音做高低變化組合就形成了音樂上的「旋律」（Melody），

一個旋律的最高音和最低音可知道「音域」，也可以從旋律線的軌跡了

解旋律的形狀、走向和行進方式（Machlis，1990）。音越高越顯尖銳，

具有張力和明亮的特質；音越低則厚重，性質較灰暗。 

而旋律線的走向，一般來說，上行的旋律使人感到擴張或興奮，下

行則有下拉或即將停止之感。同音反覆或音符以級進方式進行，旋律線

較緩和，可表現較莊重、柔和或寧靜的情緒；音符以跳進方式進行時，

旋律線起伏較大，就可表現激動、緊張的情緒（Politoske，1992）。兩

個或兩個以上高低不同的音高同時發出聲響稱為「和聲」（Harmony），

如果說，旋律是音高「橫向」的組合，那和聲就是音高「縱向」的組合

了。和聲可以增加音樂的深度及豐富性，引導人產生音樂的空間感。 

和聲可作為旋律的伴奏，相當於構圖上的背景或色彩學上的調色

（Machlis，1990；Politoske，1992）。協和的和聲可以產生安定、平和、

滿足與平衡的感覺，不協和的和聲會令人有不安、煩躁、激動、苦悶的

感覺。由不協和的和聲進行到協和的和聲稱為「解決」，可產生一種舒

暢、愉悅、邁向光明的感受（邱垂堂，1998）。 

（三）音強（intensity） 

聲音的強度是指音源發聲力度的表現程度，是比較的而非絕對的，

以力度記號來表示。在音響學上，聲音的強度決定於振動的幅度，也就

是振幅，振幅越大聲音越強，振幅越小聲音越弱，物理上測量聲音強度

的單位是「分貝（decibel，簡寫為dB），一般人耳朵可以聽到的聲音範



 73

圍是1-130 分貝（曾翰霈，1997）。 

力度是指強弱的表現和控制，可以製造漸層與對比的效果，產生引

人注意的力量，對音樂的「表情」有很大的影響（曾翰霈，1997）。一

般來說，旋律上升而富動感時，力度有「漸強」的趨勢；旋律下行而有

消極意味時，力度則有「漸弱」的趨勢。當力度表現出漸強或漸弱時，

使原有的運動姿態改變，而呈現出張力時，帶給人一種期待的感覺。而

一個很弱的聲音讓人感覺距離遙遠，一個較強的聲音會讓人感到距離很

近，這是因為力度行程音樂的「空間感」，體現一種特殊的空間位移，

產生空間的深度與距離遠近變化的感覺（王次炤，1997）。 

（四）音色（timbre） 

音色是指聲音的特質或色彩。我們之所以能分辨發聲者（人或物）

不同，就是因為音色不同，也就是聲音構成情況之不同。音響學上聲音

的構成分為基音（fundamental tone）與泛音（overtones），當物體振動

產生聲音時，來自整體的一個振動所產生的頻率叫做基音，伴隨而來的

多個部分體振動所產生的頻率叫做泛音，基音只有一個，泛音可以有好

幾個，且其強度各不相同，全部綜合起來的音響才是我們聽到的聲音。 

基音和泛音會因振動體大小、材質、結構，或製造聲音的方式不同，

而有不同的結合狀態，因此，不同種類的樂器各有其獨特的音色，同一

樣樂器也有許多種音色。使得音樂有豐富的「色彩感」（曾翰霈，1997） 

三、藝術形式 

以下就藝術共通的形式原理分為兩部分來探討，一是探討藝術形式原

理的涵義；二是探討運用音樂與視覺藝術共通的藝術形式之相關文獻。 

（一）藝術形式原理的涵義 

1.藝術形式的定義 

   藝術的形式是指藝術作品表現在外的整體面貌，也是藝術家內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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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的外在表現。陳瓊花（1995）指出「藝術家運用熟練的技巧去處理

特定的題材，從事適當的安排或加工，變動自然人生原有的樣子，產

生一種新的組合，而此新的組合又能給觀賞者以美的愉快。」她並認

為藝術形式，是構成藝術品的基本要素之一，是表達內容的一種具體

方式。蔣勳（1996）將藝術的情感表現比喻成澎湃的河水，而藝術形

式就像是對氾濫的水流加以疏濬、引導、規範的工作，因此，形式的

學習，是藝術創作和欣賞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謝東山（2000）提出「形

式」是一件藝術作品給人的整體面貌。蓋瑞忠（2000）則指出形式是

將藝術表現的材料作適當的安排、組合。是可知藝術的形式是指藝術

作品表現在外的整體面貌。是藝術家內在意涵的外在表現。 

誠如蔣勳所言，形式的學習，是藝術創作和欣賞中非常重要的一

環。所以，藝術教師如何從教學中引導學生認識藝術的形式，欣賞藝

術之美，並且利用藝術形式去做創作是非常重要的教學目標。 

2.藝術形式原理的定義 

    藝術的形式又可以透過了適當的安排給予觀賞者一種美的感受。

虞君質（1995）指出，藝術的形式就是藝術家運用熟練的技巧去處理

特定的題材，從事適當的安排或加工，變動自然人生原有的樣子，產

生一種新的組合，而此新的組合又能給予觀賞者以美的愉快。趙惠玲

（1996）指出藝術的形式原理又稱為美的形式原理或美的原理原則，

是指藝術家將其意象的內容運用材料具體以形式表達出來，為求形式

上的完美，藝術家運用其熟練的技巧、細心處理特定的題材，將這些

題材加以安排，產生一種新的組合，美的感受給予欣賞者。因此藝術

品應當有其共同的性質，合乎情理的原則，亦即美的形式原理。謝東

山（2000）更指出所謂「形式原理」就是有關於美的形式普遍構成原

則，更簡單的說法是：空間、時間、色彩、線條、質感等形式要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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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經過怎樣的安排，才能使人覺得美？必須由形式原理去尋求答案，

也正是藝術形式原理所要釋析的意涵。 

（二）音樂與視覺藝術共通的藝術形式 

趙惠玲（1996）指出形式原理除可應用於各類美術作品外，也可用

以欣賞文學、音樂、舞蹈、建築……等其他的藝術領域之作品，可見其

同時為一般藝術類別所共有的原理原則。謝東山（2000）美的形式原理

是從美感經驗中整理出來，原理間可以互相涵容，也從不同的藝術類別

中表現出來。因此對於藝術的形式原理，專家學者的看法大同小異，主

要內涵不外如以下所述： 

虞君質（1995）提出藝術的形式包括完整、反覆、漸層、對稱、平

衡、調和、對照、比例、節奏、統一等十種。謝東山（2000）提到藝術

的形式原理有反覆、漸層、對稱、均衡、和諧、對比、比例、節奏、單

純、統一等十種。趙惠玲（1995）說明視覺形式原理有反覆、漸層、對

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統一等九種。 

    「形式」是知覺的具體表現，它藉著各種要素所產生的特質與表現

力來加以呈現。因此，音樂要素或視覺要素透過各種變化相互的組合，

就能表現出不同的形式與情感。藝術的形式涵蓋有反覆、漸層、對稱、

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統一等（Meyer，1956；陳瓊花，1996）。其

中漸層是反覆的延伸，對稱則包含在均衡之中，而比例是本身與部分的

關係，則可歸類在統一的表現（凌嵩郎、蓋瑞忠、許天治，1987）。賴美

鈴（2001）提出音樂與視覺共同的表現形式為：反覆、漸層、對稱、平

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單純、統一等原則。郭長揚（1991）在

「音樂美的尋求」一書中，主張音樂美的形成原則包含對比性美感、反

覆與對稱、統一的變化、循規中越變、如歌的表情與振音的美化。 

依鄔里希（Ulrich, H.）的觀點：十九世紀西方音樂的組織包括反

覆、對比、對稱、變奏和發展等（邱垂堂，1998）。在此將藝術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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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音樂與視覺型態形式的共通性進行探討。 

1.反覆 

反覆是以同一要素如形、色、音等為基本單位，以連續的手法，形

成一種秩序性統一，它具有深層的簡潔感與內聚效果，也建立起一致性

的結構，除了是自身本質特徵的表現，具有動力推進的特質，也支配著

各種藝術形式的展開（陳瓊花，1996）。在一整體結構中，同一單位的元

素重複出現稱之。在反覆的形式中，各單位元素的質（如形狀、色彩、

音色、動作等）、量（大小、高低、強弱、快慢）完全相同，沒有主賓

之分。 

就像以波形的音型為單位，作連續反覆的組合，所形成的旋律能產

生一種流動感，若再將此旋律作力度漸層的變化，就更有向前推進的感

覺，如果我們更進一步的將此種波形旋律作向上或交錯的堆疊，就能製

造類似波浪湧進的聲勢，而這些波形曲線若在呈現畫面上，可引導視覺

運動的方向，並使心理產生時間性的感受，這也就是完形心理學家安海

姆所認為的，相同的事物如以適當的時間和空間呈現，就會產生視覺連

結，而產生事物運動的知覺（Arnheim，1974）亦能心生同感（Meyer，

1956）。 

在視覺藝術中四方連續的布料圖案、建築物反覆出現的柱子或窗

口。在音樂方面，反覆的形式是巴洛克音樂的主流，如帕海貝爾的＜卡

農＞、巴哈＜布蘭登堡協奏曲＞的賦格曲式。都是應用反覆原理帶來美

感的藝術作品。 

    反覆具有靜態和動態的特性，單位的反覆會起集中、擴充或推進、

阻止或阻礙的作用。一般來說。反覆均有強調的特性，但太多反覆則會

減慢或停止脈動的衝力，而對前進產生微弱的阻礙效果（林群英，1993），

就像音樂中同樣的音型會產生向前推進或源源不絕的感覺，但其音高若

始終保持同音，則有減緩運動的趨勢（Meyer，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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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直線的反覆因佔有的空間變大，整體性及空間性的張力會相

對變大，因此，當反覆的次數愈多時，就愈能表現出沉重、嚴肅、直截

的意境。 

漸層是一種具有一定秩序性的排列，也就是呈現一連串的類似，它

依反覆的形式之等級、漸變的原則，將質與量予以漸次變化，而引發一

種自然擴大、收縮的微妙感覺（林群英，1993）。它是靜止的形式中，由

物理本身的張力和心理所形成的引力，於運動延伸、收縮或行動的暗示

中，構成一股循序規則的力量（陳瓊花，1996）。 

例如我們將樂曲發展的動機，循序地以級進上行或下行的方式作發

展，或配合速度的漸快或漸慢，或結合力度的漸強或漸弱，則能呈現出

一種的趨於熱烈或靜止的動態（Politoske，1992）。也可以依形狀的大

小、色彩的深淺與鮮濁等規律性的增減變化，來造成些微的差異，利用

視覺運動感所產生的漸進式律動，引發觀者的情感變化（李蕭錕，1996）。 

2.均衡 

均衡是在無形軸線的左右或上下方，不偏重任何一方，在質與量上

有恰好相等份量的感覺。若所排列的媒材完全相同，則稱為對稱，這種

形式容易讓人產生平穩、安定、規律、莊重、正面的感覺。而均衡則較

對稱的規律性表現為活潑，運用均衡的原理，讓人享有較自由、變化與

不規則的感受（陳瓊花，1996）。 

在音樂作品與視覺形態中我們可以感覺到平衡或對稱，這是由於來

自各個方向的張力，達到一種平衡的狀態，其所表現的重量，雖然不能

用物理的方法來測量，卻是可以在我們心理上感覺到重量的存在，這種

重量是心理產生的力量，所以也稱它為心理的重量（李薦宏、賴一輝，

1973）。例如上行的旋律會使人感受到擴張和興奮，下行的旋律則有下拉

和趨於寂靜的感覺，若將兩種旋律組合，即先上行後下行或先下行後上

行，除了在情感上能產生消長，就音符運動所產生的張力而言，在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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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能感受到緊張與舒緩抗衡後的平穩感（Machlis，1990）；如果我們

將這兩種旋律的走向描繪在畫面上，所呈現出往上行的線條與往下走的

線條，從視覺上就更容易去判斷它們是否具有均衡的特質，這是因為在

時間與空間中，它們呈現相同的運動感，而產生兩者之類似性以及可替

代性。 

均衡是最能結合統一與變化形式的原則之一，當結構方面所有細節

實現均衡後，藝術的情感表現才得以清晰、強烈。如以均衡的形式來表

現音樂的穩定和平靜時，應該把旋律中眾多的力量融為一個同質的整

體，而旋律的其他因素亦需各自相應地配合，才能在整體效果上達到均

衡，亦能使聽者產生旋律均衡的比例感（Edwards，1993）。又如某段時

間先後所發生的音，雖然不盡相同，卻可以藉力度、速度、音色的變化，

達到整體均衡的效果。 

3.調和 

調和是一種和諧的型態，是以同性質、類似的媒材或相似要素，相

互配合在同一表現題材上，當兩種以上的媒材具有某種共同秩序時，即

使它們之間有某種程度上的差異，仍能產生調和，得到融洽、和氣、平

靜的心理效果（陳瓊花，1996）。在視覺藝術中，以形狀而言，有形的調

和安排；以色彩而言，有調和色的安排。音樂上則有音的調和，調和成

為藝術上的形式法則，是由音而來。在演奏時，二重以上的樂器奏出震

動數相同的音，或同一樂器上相距一組的兩個音，聽起來極融合，這便

是音的調和。 

4.對比 

對比是兩個以上不同性質或不同份量的單元相鄰在同一空間或同一

時間內表現的現象，如音的強與弱、高與低，色的明與暗，形的方與圓

等，透過相異性格的強烈對照，就能顯現及強調各別的個性，容易讓人

產生強烈、突出、明顯等印象。當對比越突然而強烈時，界限就會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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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甚至有時可以產生刺激全體的力量（林群英，1993）。換句話說，它

有助於形成一個更富內聚力、組織更嚴密的統一體，就像兩個樂句因截

然不同而相得益彰。然而需在對比中求調和，才能在變化中不失統一。 

5.漸層 

是漸次或等級變化的反覆。即在反覆的形式中，同一元素的量或質，

逐漸的增加或減少，或由一種元素的質量，逐漸的改變，成為另一種質

量。在視覺藝術中，畫家及攝影師常常將整排的樹利用透視法捕捉從近

而遠、由大而小的漸層美感。中國渲染墨法，亦極重漸層的方法。音樂

中的漸強漸弱也是一種漸層的表現方式。 

6.對稱 

在物體或圖形的中央設定一道軸心，使上下或左右完全或幾乎完全

同形稱之。在藝術創作中，如古代建築中的樓城、宮殿、寺廟及宅第等，

其外型都採取對稱形式的手法，音樂宗教作品也有一些完全對稱的形

式。對稱是一種極常見的美的形式，對稱所給予人類情感上的影響，不

但是和平而安穩的，而且有四平八穩的沉著而鎮定的感覺。 

7.節奏 

又稱為律動或韻律，可以是音的強弱構成有秩序的運動感，或是音

樂的節奏與身體運動的配合形成舞蹈的韻律，或是詩歌的平仄與詩句長

短所表現出的節奏感；或是繪畫、雕塑和建築的形、線、色的反覆所產

生快慢、動靜、間續的節奏感。節奏的形式於音樂中最常發現，但於詩

歌、舞蹈中也常見其應用，在美術作品中，透過形狀、色彩、線條的交

替變化，也能在視覺上產生波動的運動感。 

8.單純 

將物的形、色等造型元素以主觀的態度予以省略，達到精純的要求， 

最易顯現所欲表現內容的本質。在藝術創作中，能夠做到單一是不容易

的事。中國樂器中的古琴，摒棄了其他樂器類型的宣雜吵鬧，以「清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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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遠」的琴聲，聲細不擾人，在沉緩的音色中使生命得以反璞歸真。同

樣的，中國的水墨繪畫不論是主題或是形式，都較能沉澱人心，融生命

情境於天地間。 

9.比例 

在藝術上所謂比例乃指長度或面積等量的一種比率，存在於部份與

部分，或部分與全體之間的關係。數學上有所謂的「黃金分割率」，西

方藝術家都喜歡利用黃金分割率去完成創作。古代建築到現在的3*5的照

片，都以此種比例出現。比例在造型美術上，多只線形的比例，在色彩

上無所謂比例，音樂上也有類似比例的存在。 

10.統一 

統一是將諸要素加以統整化，使彼此產生關連，而形成富有秩序單

純和諧的美感效果。它概括所有形式美的規律，是各類藝術共同遵循的

形式法則，也是藝術最高的形式表現，寓變化於統一，就是在形式的多

樣性與變化中，追求內在和諧統一的關係，且必須「部分與部分」、「部

分與全體」皆存在有統一的美（顧俊，1987）。 

因此，這些要素所構成的動力結構必須達到一種平衡的狀態，才能

在心理產生和諧的感受。如樂曲欲趨寧靜消沈，當音高逐漸移低時，強

度和速度也必須隨之減弱或減慢；強調強而有力的進行曲，常利用快速

上－下音型的反覆來表現精神抖擻的曲風，有如折線般的圖樣往水平方

向作一致的反覆，而其往上與往下的動力是相等的，並在短時間中相互

抵銷而達到平衡，而這種驟升驟降所產生的張力也就是使我們能感受到

力量的原因之一（Schirrmacher，1988）。 

促成統一與變化這兩個對立因素的關係與結合，反覆、對比、調和

與均衡是音樂與其他藝術達到統一與變化不可缺少的結構性規範。例如

就像音樂中創作變奏的手法，或多或少都帶有調和與對比的形式，通常

是先強調一個完整結構單位的連續反覆，但每次的反覆都帶有不同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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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或裝飾，而後再漸漸傾向於對比，使旋律產生統一、流暢、不斷流動

的效果，同時各個組成要素也必須同時配合，才能契合及完整表達出整

體的蘊義（Edwards，1993）。 

綜合上述可知，音樂與視覺藝術的形式之所以有共通的特性，這是

由於其各種要素所構成的知覺動力，在時間與空間中所呈現的運動感，

能在心理產生相同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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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

教學之研究，以提升現階段國中生對於藝術學習之動機，並激發多元之藝術

思考及創新能力。本章旨在說明本研究所採取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歷程，分別

為研究的架構、方法、對象、工具、教學課程設計等部份，以下就各節加以

詳述說明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經由第一章緒論當中，確立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後，以文獻分

析法蒐集整理國內外相關文獻，擬出本研究之理論架構；首先以相關文

獻，探討關於「青少年繪畫發展相關理論」，了解學生在視覺藝術學習發

展的階段應具備的能力，接著探討關於「康丁斯基抽象藝術理論」，試圖

透過康丁斯基的繪畫創作歷程，彙整其重要的專論書籍《藝術的精神性》

(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in Art [Uber das Geistige in der Kunst], 1912)，及

康丁斯基稱為續篇的《點線面──繪畫元素分析論》(Point, Line and Surface 

[Punkt und Linie zu Flache], 1926)，以及收錄他零散文章和演講文集的《藝

術與藝術家論》為輔。後續探討「藝術感通理論」、「藝術元素」、「相

關文獻論文」之意涵，加強課程設計之理論參考。最後將所有文獻歸納出本

研究的參考方向與依據。（研究架構如圖3-1）。 

本研究方法主要強調課程規劃與設計，並且針對教學過程中，師生互

動、教學成果之學習單、自我評量、作品分析表與創作發表及經由開放式

的觀察討論，以作為實證研究資料的蒐集途徑。最後主要以質性的敘述、

量化的分析，進行研究結果分析，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84

 

 

 

 

 

 

 

 

 

 

 

 

 

 

 

 

 

 

 

 

 

 

 

 

 

相關文獻彙整 

第一階段 

教學課程

方案設計 

第二階段 

課程方案

修正 

第三階段 

教學課程

實施 

專家問卷調查 

青少年繪畫發

展理論 

康丁斯基抽象
藝術理論 

藝術感通理論 

修正後課程方案實施 

執行成效彙整及分析 

結論與建議 

課程方案規劃與設計 

課程方案評估指標項目確立 

圖 3-1：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深美術教師 

學術專家 

藝術元素 

擬訂研究主題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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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設計是依據研究動機擬訂出研究主題，再收集相關文獻做深入

探討，以歸納出研究的方向與合適的研究方法，並進行質性與量化資料的

蒐集，最後將相關資料加以統計分析，以擬定結論與提出建議，以下將所

使用的研究方法詳述如下：  

一、 文獻分析法（文本分析法） 

本研究經彙集整理國內外文獻，其包含「青少年繪畫發展相關理論」，

以探討國中生在視覺藝術學習發展的階段應具備的能力、並且依據「康丁

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做為課程研發之理論基礎及運用「藝術感通理論」、

「藝術元素」及多篇「相關論文」之意涵，加強課程設計之理論參考，以做為

課程研發依據。 

二、 問卷調查法  

採用問卷調查法，針對教師上課之教學活動、課程內容… 等，進行

全班之問卷調查，設計學生自我評量回饋單、作品分析表、教師評量，用

以了解學生對於本課程的學習回饋反應。了解學生對本課程之興趣與態

度，及是否滿意本課程之教學，做為評鑑本課程之參考。 

三、 觀察法： 

透過教學錄影，並請學校同領域老師參與觀察現場教學情況，評估課

程設計架構、內容、教學活動、教學策略、評量方式…等及善用師生互動、

晤談、開放式的觀察討論與自我反省觀照，用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效，做為

課程改進，檢驗研究假設，探討研究結果之參考。 

四、 課程方案規劃與設計： 

1.課程研發： 

以文獻探討理論歸納的結果及參與觀察和調查研究的結果，研發康

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課程，並說明課

程之設計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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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評估： 

(1)評估方法： 

為了能獲得對課程設計發展的深入意見，本研究研發之課程在專

家評估方面邀請教育學術專家 2 名來進行問卷評估。同時邀請美術教

師八名進行評估。 

(2)評估表設計： 

有關課程評鑑的方式很多，本評估表以黃政傑(1994b)提出的課程

評鑑的八大歸準(發行、外表、內容、教學、效果、學生、教師、其它)

及 Davis(1999)所提出的考慮課程的價值歸準(課程目的、課程結構、

課程模式、解釋和評價的論點)和本課程評估目的之實際需要來設計。 

(3)評估實施： 

a.專家評估方面：專家評估的方式是徵求專家同意後，約定時間，

由研究者親自向專家解說課程，並請專家填寫評估單。 

b.美術教師評估方面：為使課程達到完整合用的目的，在美術教

師評估的對象選擇上，為有實際任教美術科經驗的中學教師 4 名（中

學美術老師）、小學教師 2 名（本校國小美術老師）、國中音樂老師 2

名。實施方式為徵求其同意後，約定時間，由研究者親自解說本課程

之設計理念與教學活動設計，再由評估者填寫評估單。 

3.課程修正：由課程評估的結果，進行本研究之課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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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一一一一、、、、    問卷調查對象問卷調查對象問卷調查對象問卷調查對象    

以研究者所任教之台北市某私立中學八年級學生為對象，選擇八年級學生

之原因有二，其一：因為此方案教學設計，在學生學習條件要求上建議在

七年級時，先學習美術相關基礎課程，如：美的形式原則、色彩學概論、

音樂課節奏練習、點線面構成..等，其二：本校九年級學生兩週才上一節

藝術與人文的課程，受限於學校行政上的安排。故考量學生美術學習經驗

及人為環境因素，並從 6各班級中，以抽樣方式，取其中 2班的學生為研

究對象，共計 90名學生以了解課程實施結果。如下表 3-1： 

表 3-1課程教學學生人數統計表 

A 班 B 班 
班級 

女 男 女 男 
共計 

八年級 24 21 22 23 90 

合計 45 45 90 

 

二二二二、、、、    觀察觀察觀察觀察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以研究者任教之台北市某私立中學之學生為研究對象，以了解學生實

際學習成效，俾做為課程改進之參考。 

三三三三、、、、    課程方案規劃與設計方面課程方案規劃與設計方面課程方案規劃與設計方面課程方案規劃與設計方面：：：： 

課程方案依據第貳章文獻探討之理論作為課程規劃之研究對象，其包

含「青少年繪畫發展相關理論」、「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藝術感

通理論」、「藝術元素」之意涵，進行本課程之課程設計、研發過程、評

估修正等探討。另根據教育部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第四階段（國中七-九

年級）的能力指標如下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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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教育部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第四階段能力指標 

探索與

表現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

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

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

差異。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

息的作品。 

審美與

理解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

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

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第 

四 

階 

段 

實踐與

應用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劃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

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

繼續學習。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3）。國教專業社群網-九年一貫課程。 

2011 年 4 月 05 日， http://teach.eje.edu.tw/9CC/fields/2003/math_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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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場域 

本研究以研究者所任教之台北市某私立中學為研究母體，為了有效提

升研究分析結果，茲將學校概況與校內建築設施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學校概況學校概況學校概況學校概況  

    本次研究的這所學校創校迄今已 60 年，為幼兒園、小學部、國中部

十三年一貫的學校。地處文教區，家長社經背景多屬中上。國中部的學生

大部分是由小學部直升，意味著家長對於學校辦學理念的肯定。而本校從

國小就重視學生音樂專長的培養，故國中部的學生大多數都有樂器專長才

藝，反應快速並且學習能力強，文化刺激也較為一般國中生高。 

    國中部各年級班級數分別為七年級有六班、八年級有六班、九年級有

5班，國中部校內教職員工約有 30多人，藝術與人文老師共 3 位，視覺藝

術 1人兼表演課（研究者）、音樂 2 人（其中一位兼行政），學校內七、八、

九年級採常態編班，每年級有一班為音樂班。在臺北市競爭激烈的私立學

校當中，家長們對孩子的期望多，所有學生都參加第八、九堂的課後輔導，

許多學生在放學後都會繼續補習，以升學為導向。在學科主導情況下，學

生的學習方式較制式僵化，成績導向導致孩子的特質：只關注自我而對週

遭環境對社會也較無感、冷漠，與人的關係較緊繃與疏離。 

二二二二、、、、校內建築設施校內建築設施校內建築設施校內建築設施  

本研究對象學校的校內建築空間中，除了每班的班級教室之外，尚有

規劃下列教學空間：生物化學實驗室、美術教室、韻律教室、音樂教室、

管絃樂團教室、多媒體電腦室、圖書館、學生活動中心，以上教室則各有

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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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工具包含：「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

藝術教學之專家研究問卷」(附錄一)、「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

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學生研究問卷」(附錄二)、「康丁斯基的抽象藝

術」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課程方案設計(附錄三)、「康丁斯基的

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學生作品、回饋單與學習單

彙整」(附錄四)、「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

學之學生自我評量表」(附錄五)、學習評量表(附錄六)，茲將研究工具的

發展與編製之流程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問卷研究問卷研究問卷研究問卷    

    研究者針對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自編「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

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問卷」，問卷編製流程如圖 3-2 所示。 

 

 

 

  

 

 

 

 

 

 

 

 

                      圖 3-2  問卷編製流程圖 

參考文獻 

自編問卷內容 

預試問卷 

專家效度調查問卷 

正式問卷 

建立專家效度 

建立問卷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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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問卷題目編製問卷題目編製問卷題目編製問卷題目編製 

    本研究經過文獻分析探討，配合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編製了「康丁

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問卷」，問卷內

容與研究問題之對應如下列表 3-3：  

表 3-3 問卷內容與研究問題之對應表 

編碼 研究問題 

A （一）探討以「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實施於國民中學視

覺藝術教學課程，對於提升學習成效之「關鍵因素」為何。 

B （二）探討「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導入國民中學視覺藝

術教學之課程設計，對於提升美術技巧之「關鍵因素」為何。 

C （三）探討如何應用「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設計國民中

學視覺藝術教學課程，對於激發多元藝術與創新思考能力之「關

鍵因素」為何。 

題

號 

問題題目 對應之 

研究問

題 

1 教學活動設計能引起我的注意，並且願意持續地學習。 A 

2 能夠主動參與教學活動，並於課後具體說出真實的感受。 A 

3 在教學活動中，我學習到了仔細聆聽，感受音樂與畫面的

關係。 
A 

4 在教學活動中，我能主動找尋資料，沉浸於藝術創作中並

從中得到滿足。 
A 

5 從教學活動中，對於老師用心的課程安排及活動設計，我

很願意配合與學習。 
A 

6 在分組活動中，我體會到同儕互助學習的優點，也讓自己

有了更寬廣的想法與表現。 
A 

7 在教學過程及創作作品時，我能感受及理解到「點、線、

面」的造型要素在仔細分解中所潛藏的符號魅力及特性。 
B 

8 在創作作品時，我會運用課程中所學到點、線、面及構圖

概念去創作作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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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創作的作品，我會明確安排空間層次表現與變化運用在

作品當中。 
B 

10 在創作作品過程中，我會透過點、線、色彩、塊面、形體

來構成，將內在無形的心象，發展為外在有形的實體，從

中提升了我的造型創造的能力。 

B 

11 我了解了配色的原理，靈活呈現於圖像中。 B 

12 從創作作品中，對於調色的運用上，能得心應手調出自己

想要的顏色。 
B 

13 從創作作品中，對於塗色的技巧，我能掌握水分並均勻平

塗顏色。 
B 

14 從創作作品中，對於色彩明暗層次的運用，有一定程度的

認識及表現。 
B 

15 從創作作品中，我能發展出個人的色彩意識，表現冨有感

情的色彩。 
B 

16 從教學課程中，我學會如何賞析抽象藝術，並且提升對抽

象藝術的興趣。 
C 

17 上完此一系列單元課程後，我對多元的藝術創作及欣賞更

具有包容力及接納性，更懂得用不同角度去鑑賞不同的藝

術表現方式。 

C 

18 從創作作品中，我能真正感受到音樂與畫面的關係，並且

運用美術技巧創作出來，並說出個人的感受與見解。 
C 

19 在教學課程及創作作品的過程中，能不斷激發我內在的感

受力及想像力，提升了我創造思維及自我實踐的機會。 
C 

20 我喜歡老師在教學單元上的安排，並且期待下一次美術

課。 
A 

21 在活動過程中，我有體會到視覺藝術學習的重要性及意

義。 
A 

22 我願意多花時間在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學習，並獲得父母充

分的支持。 
A 

23 對於課後作業，我會認真的練習，並期待得到較好的成績

及師長的肯定。 
A 

24 24.藝術與人文的課程教學，對於舒緩升學的壓力具有非

常大的幫助。 
A 

 

 

表 3-3 問卷內容與研究問題之對應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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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專家效度問卷專家效度問卷專家效度問卷專家效度問卷        

依表3-3所擬定之問卷內容，研究者設計了「專家效度調查問卷」，

並請從事藝術人文教育領域研究的十位專家學者，進行專家效度問卷調

查，透過專家學者的評選鑑定，俾以建立內容效度。「專家效度調查問卷」

詳如附錄一；專家個人資料簡介如下表3-4所示： 

表3-4 專家個人資料簡介 

代碼 現職 專長 

A 美術系暨美術研究所教授 視覺藝術教育、藝術鑑賞 

B 美術系暨美術研究所教授 視覺文化研究、視覺藝術教育 

C 高中美術老師 雕塑創作 

D 國中美術老師 西畫創作 

E 國中美術老師 西畫創作 

F 國中美術老師 視覺傳達 

G 國中音樂老師 聲樂、鋼琴 

H 國中音樂老師 鋼琴 

I 國小美術老師 西畫創作 

J 國小美術老師 西畫創作 

 

專家效度問卷經回收後，即進行專家效度量化分析。因本問卷評比之標準

採用Likert五等量表尺度，其選項依順序為「非常贊同」、「贊同」、「普

通」、「不贊同」、「非常不贊同」，並分別給予5、4、3、2、1 分；經

統計分析後之結果如下(詳下頁，表3-5)： 

1.「問卷內容」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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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表3-7之統計結果顯示，各項題目之平均數(M)均偏高（>4.00，

最小值：4.5000、最大值：5.000)，部分題目則取得一致性之認同(5.000)，

另標準差(SD)亦顯示出整體之齊質性趨高。可知專家們對本問卷題目之設

計內容普遍均表「贊同」。 

表3-5 問卷內容部份之專家效度分析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M) 標準差(SD) 

題目1 10 4 5 4.8750 0.3536 

題目2 10 4 5 4.8750 0.3536 

題目3 10 4 5 4.7500 0.4629 

題目4 10 3 5 4.5000 0.7559 

題目5 10 4 5 4.6250 0.5175 

題目6 10 4 5 4.6250 0.5175 

題目7 10 4 5 4.6250 0.5175 

題目8 10 5 5 5.0000 0.0000 

題目9 10 4 5 4.7500 0.4629 

題目10 10 4 5 4.6250 0.5175 

題目11 10 3 5 4.7500 0.7071 

題目12 10 4 5 4.7500 0.4629 

題目13 10 4 5 4.8750 0.3536 

題目14 10 4 5 4.8750 0.3536 

題目15 10 5 5 5.0000 0.0000 

題目16 10 5 5 5.0000 0.0000 

題目17 10 5 5 5.0000 0.0000 

題目18 10 5 5 5.0000 0.0000 

題目19 10 5 5 5.0000 0.0000 

題目20 10 4 5 4.8750 0.3536 

題目21 10 5 5 5.0000 0.0000 

題目22 10 3 5 4.7500 0.7071 

題目23 10 3 5 4.6250 0.7440 

題目24 10 5 5 5.0000 0.0000 

有效的N(完全排除) 10     

 

2.問卷正式施測  



 95

研究者以任教學校之八年級學生為對象，再由研究者隨機挑出2班學生

共90人(其中：A班45人、B班45人)，作為問卷施測對象。施測過程中，研

究者均親自發放與回收問卷，如遇學生產生填答疑問時，則立即協助處

理，因此90份問卷均完整回收。 

（三）「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作品分

析表」是第七單元「曲中有樂、樂中有畫、畫中有曲」的課程設計之學習成

果分析表，經過前面六個單元的抽象意象課程，最後以此作為綜合性評

量，其設計根據鑑賞藝術的步驟來分析學生自己的作品，記錄音感創作歷程，

透過感性的美感關注及理性的批評分析，內化自我的學習，並且經由教師評價分

析給予回饋分享。故發展出研究所需之「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

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作品分析表」，並作為作品分析之標準模式： 

表 3-6「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視覺藝術教學之作品分析表」 

貼學生作品 

學生基本資料 

作品代號  

學生年級  

作詞或作曲者  

媒材  曲目  

第一層 描述 （學生自我說明創作過程，所欲表現的主題、

概念歷程等） 

第二層 分析 （分析作品畫面所表達的形式，點線面構成、

造形、線條、色等） 

學生自我

說明創作

過程 

第三層 解釋 （透露出個人想法及繪圖技巧及學生創作歷

程所遇到的困難及收穫。） 

 

教師評價

分析 
老師經由學生所寫描述、分析、詮釋等程序的作品說明，藉由

感性的審美（情感上能知覺到對象的美感價值）和理性的認知

（知識辨識力與判斷力去理解作品）兩方面的運作，給於評價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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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方案教學之設計與規劃 

根據上述的研究流程，於文獻探討後進行「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

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方案之設計。因此、以下茲就教學方案設

計之構想再加以說明。 

一、緣起 

    研究著在私立學校擔任美術教學，大多數的家長，甚至學生本身，都

認為藝能科目在國中階段是不重要的，升學更是學生來學校的唯一的目

的，殊不知：為了考上好學校，損失的可能是埋沒學生某方面性向發展的

可能性，學生對藝術創作逐漸失去自信、興趣及主動學習的動力。為提升

學生學習藝術之興趣，研究者在 8 年的教師生涯中期許自己研發一些創新

課程，無論是課程設計、教學技巧，都要不斷充實學習，能夠嘗試以新的

理論有系統性、階段性、延續性的做規劃，設計一些對學生有意義的課程。

期望讓美術課程的內容更豐富有趣，啟發學生的潛能，以增進學生學習藝

術成效。 

二、設計理念 

 理想的美術教育，一方面要兼顧自發的創造能力，同時更要開發別

的學科不能取代的視覺美感。所以藝術課程的學習應提供教材與教法的多

樣性，及多元的創作主題，才能觸動學生的情緒，活化教學現場。過去的

二十年來，美國的蓋提中心(GettyCenter)進行四種領域─藝術創作、美

學、藝術史、藝術評論─全面性的美感教學研究，試圖探測美感經驗所能

觸及人類最深層的所在。六○年代的臺灣，也曾經在美感教育上有所著

墨，稱作「音感作畫」。在一次又一次的實驗性教學活動中，中學生經由

樂音的傾聽，將一組組與數字有關的音符轉換為各種形狀、筆觸與色彩，

並呈現在大幅的紙上。這種相關教學的活動，源自於表現主義大師康丁斯

基個人的繪畫理論及其在德國包浩斯學院擔任教職期間的講義菁華。然而

青少年繪畫發展的階段，在繪畫中已開始出現抽象的概念，但很多人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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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此時期，教師若能適當給於學生訓練或鼓勵，將可以更精確且有效率

的用繪畫來表達自己，並對於顏色、造型感到興趣，甚至能創造出抽象型

式的畫作。鑒於此，本研究的課程規劃將嘗試以抽象式的創作課程讓學生

發揮，專注於發展學生多元化的創作概念，捨棄了過去瑣碎細緻的現象描

述，將深奧的美學原理，轉化為淺顯的方式教材，強調以生理或心理的移

情作用及藝術形式的表現，透過內在無形的心象發展為外在有形的實體，

並擴展學生學習的視野與創造思考的能力，以比較實驗性的創作方式達到

多元的教學目標，期能獲得更深入的研究成效。  

三、主題活動課程架構 

  根據教育部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能力指標，進行「康丁斯基的抽象藝

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課程架構，其包括主題名稱、教

學性質、教學目的、教學日期、節數、主要教學活動、教學策略、評量方

式。因此、以下茲就教學方案設計之構想再加以說明。以下為主題活動課

程架構 (如表 3-7) 

表 3-7 主題活動課程架構 

主

題

名

稱 

遇見康丁斯基~節奏之旅 

單元一 單元二 單元三 單元四 單元五 單元六 單元七 單

元

名

稱 

認識抽象

畫畫家~

康丁斯基 

想像音樂

裡的視覺

符號 

形形色

色、拼圖

點線面 

色彩的感

知 

聽見內在

的聲音 

康丁斯基

水墨之旅 

曲中有

樂、樂中

有畫、畫

中有曲 

教

學

性

質 

認知 

鑑賞 

認知 

鑑賞 

技能合作 

技能 

應用 

創作 

技能 

應用 

創作 

技能 

類化 

創作 

技能 

實驗 

創作 

綜合創作 

 

能

力

指

標 

1-4-1 

1-4-3 

2-4-6 

2-4-7 

1-4-1 

1-4-3 

2-4-6 

3-4-9 

1-4-3 

2-4-6 

3-4-9 

3-4-11 

3-4-9 

3-4-11 

 

1-4-1 

1-4-3 

2-4-6 

3-4-9 

1-4-1 

1-4-3 

2-4-6 

3-4-9 

1-4-1 

1-4-3 

2-4-6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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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3-4-9 

3-4-10 

3-4-10 

3-4-11 

 3-4-10 

3-4-11 

3-4-11 3-4-11 

教

學

目

的 

能從討論

中認識康

丁斯基基

本資料及

欣賞「抽

象風格」

作品內

涵，了解

畫面與音

樂的關連

性，欣賞

線條、造

形、色彩

之美，學

習以藝術

語言來描

述、分

析、討

論、評價

作品。 

能仔細聆

聽，感受

音樂與畫

面的關

係，並經

由聯想、

體會音樂

與各式圖

形間的關

聯性。了

解色彩、

型態、音

質之間的

藝術感通

之關係，

培養視覺

的感知能

力。初步

感受康丁

斯基創作

精神與內

涵。  

運用美的

原理和點

線面、簡

單的幾何

圖形，學

習以彩紙

剪貼，作

出「抽象

風格」的

練習。感

受及理解

到「點、

線、面」

的造型要

素，也能

仔細分解

其中所潛

藏的符號

魅力及特

性。 

能運用色

彩基礎理

論概念，

以色彩感

知為理論

創作老師

所設定主

題來表現

色彩的感

覺。 

 

能嘗試情

感類化的

創作，將

抽象的情

感藉由色

鉛筆表現

出粗細、

快慢、輕

重、剛

柔、等各

種不同抽

象美感的

線條及造

型，把內

在無形的

心象發展

為外在有

形的實

體。  

能運用康

丁斯基抽

象繪畫創

作理論為

依據，以

遊戲實驗

性的方

式，並且

以音樂引

導學生來

嘗試水墨

畫的創

作。 

此為綜合

創作，經

過前面六

各單元的

抽象意象

的學習，

最後讓學

生選擇自

己喜歡的

樂曲，分

析歌詞、

曲風，樂

器，運用

視覺元素

的聯想與

音樂的啟

發進行抽

象畫的創

作。 

教

學

日

期 

99/9/6 

｜ 

99/9/17 

99/9/20 

｜ 

99/10/22 

99/10/25

｜ 

99/11/16 

99/11/22

｜ 

99/12/24 

100/2/21

｜ 

100/3/18 

100/3/21

｜ 

100/4/22 

100/4/25

｜ 

100/6/13 

節

數 

2 節 5 節 4 節 5 節 7 節 5 節 3 節 

主

要

教

學

活

1. 認識康

丁斯基 

2. 指導康

丁斯基

資料收

1. 想像與

表演～

鱒魚 

2. 康丁斯

基初體

1. 反覆及

對比之

美 

2. 節奏之

美 

1. 色彩心

理測驗 

2. 複習色

彩理論 

3. 色彩感

1. 聽見內

在的聲

音：類

比的語

言作畫

1. 複習水

墨畫基

礎 

2. 當傳統

水墨遇

1. 回顧前

六個抽

象意象

課程 

2. 曲中有

表 3-7 主題活動課程架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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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集與閱

讀 

3. 鑑賞高

手 

4. 小試身

手 

 

驗 

3. 造型會

唱歌 

4. 想像音

樂裡的

視覺符

號 

3. 對稱及

對比之

美 

4. 綜合練

習 

 

 

知色彩

聯想力

創作 

（ 單

色） 

2. 讓思緒

看 的

見：類

比的語

言作畫

（ 彩

色） 

3. 情緒拼

圖點、

線、面

(拼貼) 

上現代

水墨 

3. 水墨畫

音感創

作體驗 

樂、樂

中 有

畫、畫

中有曲

~ 音 感

創作 

教

學

策 

略 

引導、鑑

賞教學、

討論、問

答發表、

合作學

習、分享 

引導、鑑

賞教學、

討論、問

答發表、

分享、合

作學習 

引導、問

答、實

作、分享 

引導、問

答、實

作、分享 

引導、問

答 、 實

作、分享 

引導、鑑

賞教學、

討論、問

答實作、

分享 

引導、鑑

賞教學、

問答發

表、實

作、分享 

評

量

方

式 

察覺蒐集 

知識內化 

文字描述 

討論發表 

審美評價 

察覺蒐集 

知識內化 

文字描述 

討論發表 

審美評價 

表現作品 

知識內化 

文字描述 

探索操作 

表現作品 

討論發表 

審美評價 

組織計劃 

知識內化 

文字描述 

探索操作 

表現作品 

討論發表 

審美評價 

組織計劃 

知識內化 

文字描述 

探索操作 

表現作品 

討論發表 

審美評價 

組織計劃 

知識內化 

文字描述 

探索操作 

表現作品 

討論發表 

審美評價 

組織計劃 

察覺蒐集 

知識內化 

文字描述 

探索操作 

表現作品 

討論發表 

審美評價 

組織計劃 

 

四、教學之單元主題設計理念 

   本系列課程多為抽象式的創作課程，發展學生多元的創作體驗，課程

設計朝向「開放式教學」的結果，而總體規劃共可分成七個大單元，茲分

述如下： 

第一單元為「認識抽象畫畫家~康丁斯基」，選擇了藝術大師「康丁斯

基」的認識為起源，繪畫精神內涵，指導學生對抽象作品的賞析與初探，

並且依據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三大目標，著重加強落實「審美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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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文化與理解」，以「鑑賞導向創作」的創意教學，採提問式互動學

習，以分組討論方式，強調「開放性」思考及鼓勵學生發表，期望能落實

鑑賞教學品質的提升。 

第二單元為「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首先與音樂老師做協同討論

與主體統整教學設計，討論康丁斯基音感作畫的創作表現方式，從導賞作

品及樂曲中，認識樂器的種類特質，讓學生初步體驗康丁斯基的藝術創

作，並以集體創作方式共同分析出作品中的線條、形狀及色彩，最後讓學

生練習表現個人線條及節奏之美，培養視覺的感知能力，間接了解色彩、

型態、音質之間的藝術感通之關係，探討視覺元素及音樂元素的共通性。

首先以抽象畫畫家康丁斯基的畫風做介紹進而引導創作。 

 

   第三單元為「形形色色、拼圖點線面」運用美的原理和點線面、簡單

的幾何圖形，學習以彩紙剪貼，作出「抽象風格」的練習。感受及理解到

「點、線、面」的造型要素，也能仔細分解其中所潛藏的符號魅力及特性。 

    第四單元為「色彩的感知」著重在色彩的應用與心理的創作，能運用

色彩基礎理論概念，以色彩感知為理論創作老師所設定主題來表現色彩的

感覺。 

    第五單元為「聽見內在的聲音」體驗情感的類化，將情感轉換成視覺

元素，藉由色鉛筆表現出粗細、快慢、輕重、剛柔、等各種不同抽象美感

的線條及造型。 

第六單元為「康丁斯基水墨之旅」有感於國中生對於水墨畫領域之技

法與媒材運用較為陌生，嘗試以康丁斯基抽象繪畫創作理論為依據，運用

遊戲實驗性的方式來嘗試水墨畫創作。 

第七單元為「曲中有樂、樂中有畫、畫中有曲」此為綜合創作。學習

了前面六各單元的創作，最後讓學生選擇自己喜歡的樂曲，分析歌詞、曲

風，樂器，將個人熱愛的音樂導入美術創作，透過欣賞、想像、感受，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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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類化，運用視覺元素的聯想與音樂的啟發進行抽象畫的創作。著重於

創造記號與學生象徵的世界，邁入「內在精神」的實質體會，體會藝術大

師康丁斯基作畫內涵：「作畫重視『內在』和『外在』者與作品同欣賞者

發生互動的元素：藝術語言，則成為藝術創作中的重要環節」。 

五、總體評量 

課程目標依據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目標包括三大部分：探索與創

作、審美與思辯，文化與理解，總體評量包括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實作

評量、動態評量），欲達到課程教學目標的評量方法與要點分述如下 

表 3-8  總體評量表 

課程目標 評量方式 評量重點 

察覺蒐集 能觀察分析並運用資源收集各式資料。 

知識內化 能充分理解教師設計之教學目標及學習了解課程內

容。 

文字描述 能運用口頭、文字，會畫表達創作概念。 

探索操作 個人能運用相關資源及發揮先備能力，嘗試不同媒材

的創作及創意開發創作。 

表現作品 1. 作品完整表達呈現課程目標。 

2. 情感表達能大方、貼切。 

探索與表現 

討論發表 1. 能大方的呈現作品並清楚解說創作內容，並表達概

念並分享創作意涵。 

2. 能展現專注及創意，能欣賞他人表現並給予建議。 

審美與理解 審美評價 1. 觀察審美概念。 

2. 創意思考，設計呈現繪畫創作之美。 

3. 能規畫展演方式並進行公開發表展現。 

實踐與應用 組織計劃 創作過程中能運用先備能力流暢製作。 

能欣賞他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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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係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分析正式問卷及學生作品之結果，並

且進行討論。本章共分為五節，並配合研究之問題依序論述。第一節探討

實施「抽象藝術課程」對於提升學習意願之關鍵因素；第二節探討實施「抽

象藝術課程」對於提升美術技巧之關鍵因素；第三節探討實施「抽象藝術

課程」對於提升多元藝術思考及創新能力之關鍵因素；第四節探討實施「抽

象藝術課程」對於提升學術科並重概念之關鍵因素；第五節則針對實施「抽

象藝術課程」教學之作品進行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工具之一為「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

術教學之學生研究問卷」，藉由回收之問卷進行數據分析與統計，俾瞭解

國中生實施「抽象藝術課程」對於提升學習意願、美術技巧、多元藝術思

考及創新能力及學術科並重概念之關鍵影響因素。本研究為配合研究問卷

之題目內容，故篩選已實施「遇見康丁斯基~節奏之旅」教學課程之學生

進行填答(詳下表4-1所示)。 

由研究學校的八年級學生，分別挑選出A班45人、B班45人，共計90名

學生作為實際受測對象，所有問卷均成功回收。 

表4-1 研究樣本與研究問卷統計量 

班級 A 班 B 班 共計 

八年級 45 45 90 

樣本數 45 45 90 

回收問卷數 45 45 90 

有效問卷數 45 45 90 

問卷回收率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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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根據回收問卷進行資料統計及綜合研討，俾利瞭解影響國中生

對於提升學習意願之關鍵因素。以下擬針對專注力、喜好度及配合度等三

方面進行分析與結果研討。  

 

一、題組一：提升學習意願(專注力)之關鍵因素 

問卷題目第1至2題之統計結果如下表4-2所示，所歸納之關鍵因素依

贊同/非常贊同累計百分比的高低排序分別為「活動設計」與「主動學習」

等兩項；因下表各項關鍵因素之P值均大於0.05，可知受測學生對於提升

專注力之關鍵因素並無顯著之認知差異。其中，「活動設計」項目獲得學

生贊同/非常贊同之累計百分比較高(81.1%)；另外，就「主動學習」項目

之統計結果，則顯示學生認為藉由主動式的學習，將可大幅提升學生對教

學課程之專注力。 

 

 

關鍵 

因素 
人數 標準差 

全體 

平均數 
T值 P值 

贊同/非常贊同

累計百分比(%) 

活動設計 90 0.69 4.09 -0.924 0.360 81.1 

主動學習 90 0.78 4.07 -1.659 0.104 74.4 

 

二、題組二：提升學習意願(喜好度)之關鍵因素 

問卷題目第3至4題之統計結果如下表4-3所示，所歸納之關鍵因素依

贊同/非常贊同累計百分比的高低排序分別為「仔細聆聽與感受」與「主動

找尋資料」等兩項；因下表各項關鍵因素之P值均大於0.05，可知受測學

生對於提升喜好度之關鍵因素並無顯著認知差異。其中，「仔細聆聽與感

受」項目獲得學生贊同/非常贊同之累計百分比較高(82.2%)；另外，就「主

表 4-2 國中生對於提升學習意願(專注力)的關鍵因素之次數分配與獨立樣本 T 檢定表 

第一節 實施康丁斯基「抽象藝術課程」對於提升學習意願 

之關鍵因素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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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找尋資料」項目之統計結果，則顯示學生若能積極尋找與教學內容相關

之知識，將有助於提升對教學課程之專注力，惟該項之贊同/非常贊同累計

百分比較為偏低(72.2)，建議略為調整教學內容，以提升學生主動找尋資

料之意願。 

 

 

關鍵 

因素 

人數 標準差 全體 

平均數 

T值 P值 贊同/非常贊同

累計百分比(%) 

仔細聆聽

與感受 
90 0.76 4.28 0.136 0.893 82.2 

主動找尋

資料 
90 0.75 4.01 -1.138 0.261 72.2 

 

三、題組三：提升學習意願(配合度)之關鍵因素 

問卷題目第5至6題之統計結果如下表4-4所示，所歸納之關鍵因素依

贊同/非常贊同累計百分比的高低排序分別為「清楚說明用心安排」與「同

儕互助學習」等兩項；因下表各項關鍵因素之P值均大於0.05，可知受測

學生對於提升配合度之關鍵因素並無顯著認知差異。其中，「清楚說明用

心安排」項目獲得學生贊同/非常贊同之累計百分比較高(84.4%)；另外，

就下表之統計結果顯示，受測學生認為授課內容應以「清楚說明、用心安

排」為主，並以「同儕彼此互助學習」為輔，可加強師生間之課堂互動關

係，而達到教學相長之效果。 

 

 

關鍵 

因素 

人數 標準差 全體 

平均數 

T值 P值 贊同/非常贊同

累計百分比(%) 

清楚說明 

用心安排 
90 0.77 4.36 0.829 0.561 84.4 

同儕互助

學習 
90 0.79 4.20 0.411 0.577 77.8 

 

表 4-3 國中生對於提升學習意願(喜好度)的關鍵因素之次數分配與獨立樣本 T 檢定表 

表 4-4 國中生對於提升學習意願(配合度)的關鍵因素之次數分配與獨立樣本 T 檢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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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節「題組一」至「題組三」所得之資料進行彙整分析後，可歸納

以下三項發現： 

1.以「專注力」而言，藉由豐富的「活動設計」，可吸引學生的注意

力，並能增進其學習之意願。 

2.以「喜好度」而言，學生們可透過「仔細的聆聽」，同時感受音樂

與畫面的關係，進而提升學習之興趣。 

3.以「配合度」而言，由於授課者能「清楚說明、用心安排」，相對

地讓學生更能有效融入教學課程並願意持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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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根據回收問卷進行資料統計及綜合研討，俾利瞭解影響國中生

對於提升美術技巧之關鍵因素。以下擬針對構圖能力及色彩表現能力等兩

方面進行分析與結果研討。 

 

一、題組一：提升美術技巧(構圖能力)之關鍵因素 

問卷題目第7至10題之統計結果如下表4-5所示，所歸納之關鍵因素依

贊同/非常贊同累計百分比的高低排序分別為「構圖概念」、「內隱轉為外

顯能力」、「感受造型符號魅力」及「空間層次表現」等四項；因下表各

項關鍵因素之P值均大於0.05，可知受測學生對於提升構圖能力之關鍵因

素並無顯著認知差異。其中，獲得學生贊同/非常贊同之累計百分比最高

及最低之項目分別為「構圖概念」(85.6%)及「空間層次表現」(75.6%)；

另外，就全體平均數之統計結果顯示：在「空間層次表現」項目上，其平

均值亦較其他項目偏低(4.04)，建議在課程分配之比重上可略為調整，俾

加強學生在該項目上之表現。 

 

 

關鍵 

因素 

人數 標準差 全體 

平均數 

T值 P值 贊同/非常贊同

累計百分比(%) 

構圖概念 90 0.75 4.24 -0.784 0.437 85.6 

內隱轉為

外顯能力 
90 0.76 4.14 -1.295 0.202 80.0 

感受造型

符號魅力 
90 0.83 4.20 0.224 0.824 78.9 

空間層次

表現 
90 0.79 4.04 -1.112 0.272 75.6 

 

表4-5 國中生對於提升美術技巧(構圖能力)的關鍵因素之次數分配與獨立樣本T檢定表 

第二節 實施康丁斯基「抽象藝術課程」對於提升美術技巧之 

關鍵因素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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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組二：提升美術技巧(色彩表現能力)之關鍵因素 

問卷題目第11至15題之統計結果如下表4-6所示，所歸納之關鍵因素

依贊同/非常贊同累計百分比的高低排序分別為「調色原理」、「靈活運用

配色原理」、「發展個人色彩意識」、「色彩明暗層次運用」及「塗色技

巧」等五項；因下表各項關鍵因素之P值均大於0.05，可知受測學生對於

提升色彩表現能力之關鍵因素並無顯著認知差異；惟在「靈活運用配色原

理」項目上，因P值(0.065)接近0.05，顯示受測學生之看法略有差異。另

以獲得贊同/非常贊同之累計百分比而言，最高及最低之項目分別為「調

色原理」(86.7%)及「塗色技巧」(74.4%)；此外，就全體平均數之統計結

果顯示，在「塗色技巧」項目上之平均值偏低(4.00)，建議在塗色課程中

可多採用實作方式，以加深原理之應用性並熟稔技巧。 

 

 

關鍵 

因素 

人數 標準差 全體 

平均數 

T值 P值 贊同/非常贊同

累計百分比(%) 

調色原理 90 0.70 4.21 0.443 0.660 86.7 

靈活運用

配色原理 
90 0.78 4.16 -1.890 0.065 82.2 

發展個人

色彩意識 
90 0.79 4.23 -1.449 0.154 82.2 

色彩明暗

層次運用 
90 0.78 4.18 0.269 0.789 80.0 

塗色技巧 90 0.75 4.00 -1.301 0.200 74.4 

 

就本節「題組一」與「題組二」所得之資料進行彙整分析後，可歸納

以下兩項發現： 

1.以「構圖能力」而言，在教學課程當中，充分吸收「點、線、面」

等造型要素及構圖概念，並實際應用於作品創作上，可強化學生的

表 4-6 國中生對於提升美術技巧(色彩表現能力)的關鍵因素之次數分配與獨立樣本 T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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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能力，同時將內隱能力逐漸轉化為外顯能力。 

2.以「色彩表現能力」而言，藉由課堂所學習之調色及配色原理，並

搭配明暗層次之運用，對於提升美術的技巧有正面之幫助，同時降

低學習與創作時之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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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根據回收問卷進行資料統計及綜合研討，俾利瞭解影響國中生

對於提升多元藝術思考及創新能力之關鍵因素。以下擬針對鑑賞力及創作

發表等兩方面進行分析與結果研討。  

 

一、題組一：提升多元藝術思考及創新能力(鑑賞力)之關鍵因素 

問卷題目第16至17題之統計結果如下表4-7所示，所歸納之關鍵因素

依贊同/非常贊同累計百分比的高低排序分別為「藝術包容與接納性」與「賞

析抽象藝術」等兩項；因下表各項關鍵因素之P值均大於0.05，可知受測

學生對於提升鑑賞力之關鍵因素並無顯著認知差異。其中，「藝術包容與

接納性」項目獲得學生贊同/非常贊同之累計百分比較高(85.6%)，顯示歷

經兩年美術課程之引導，學生已可逐漸融入並接納藝術的多元化與差異

性；惟「賞析抽象藝術」項目之百分比則偏低(73.6%)，顯示學生對於抽

象藝術賞析之練習，仍有進步之空間。 

 

 

 

關鍵 

因素 
人數 標準差 

全體 

平均數 
T值 P值 

贊同/非常贊同

累計百分比(%) 

藝術包容

與接納性 
90 0.76 4.29 0.573 0.570 85.6 

賞析抽象

藝術 
90 0.87 4.13 -0.984 0.330 73.6 

 

二、題組二：提升多元藝術思考及創新能力(創作發表)之關鍵因素 

問卷題目第18至19題之統計結果如下表4-8所示，所歸納之關鍵因素

依贊同/非常贊同累計百分比的高低排序分別為「激發感受與想像力」與「感

表 4-7 國中生對於提升多元藝術思考與創新能力(鑑賞力)的關鍵因素之次數分配與 

獨立樣本 T 檢定表 

第三節 實施康丁斯基「抽象藝術課程」對於提升多元藝術 

思考及創新能力之關鍵因素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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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音樂與畫面」等兩項；因下表各項關鍵因素之P值均大於0.05，可知受

測學生對於提升創作發表之關鍵因素並無顯著認知差異。其中，「激發感

受與想像力」項目獲得學生贊同/非常贊同之累計百分比較高(82.2%)，而

「感受音樂與畫面」項目則因加強了藝術與音樂方面之連結，並激發內在

之感受力與想像力，故在全體平均數上獲得大多數受測學生之認同

(4.28)。 

 

 

 

關鍵 

因素 
人數 標準差 

全體 

平均數 
T值 P值 

贊同/非常贊同

累計百分比(%) 

激發感受

與想像力 
90 0.79 4.22 0.799 0.429 82.2 

感受音樂

與畫面 
90 0.80 4.28 0.670 0.506 81.1 

 

就本節「題組一」與「題組二」所得之資料進行彙整分析後，可歸納

以下兩項發現： 

1.以「鑑賞力」而言，學生在教學課程當中，學會了如何賞析抽象藝

術，並懂得欣賞多元之藝術創作作品，同時也學會尊重與包容不同

的藝術呈現方式。 

2.以「創作發表」而言，藉由學生間輪流分享創作心得的過程中，能

不斷激發內心對藝術的感受力及想像力，無形中也增加其創作思維

與創造能力。 

 

表 4-8 國中生對於提升多元藝術思考與創新能力(創作發表)的關鍵因素之次數分配與 

獨立樣本 T 檢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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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根據回收問卷進行資料統計及綜合研討，俾利瞭解影響國中生

對於提升學術科並重概念之關鍵因素。以下擬針對問卷之結果進行分析與

研討。 

 
一、題組一：提升學術科並重概念之關鍵因素 

問卷題目第20至24題之統計結果如下表4-9所示，所歸納之關鍵因素

依贊同/非常贊同累計百分比的高低排序分別為「教學單元安排」、「體會

視覺藝術意義」、「舒緩升學壓力」、「獲得師長肯定」及「父母充分支

持」等五項；因下表各項關鍵因素之P值均大於0.05，可知受測學生對於

提升學術科並重概念之關鍵因素並無顯著認知差異。另外，就全體平均數

之統計結果顯示，在「父母充分支持」項目上，受測學生之分數偏低(僅

3.96)，顯示在升學主義影響下，過於注重學科表現之結果，無形中可能

弱化了術科之發展，值得教育工作者予以深切警惕。 

 

 

    

 
關鍵 

因素 

人數 標準差 全體 

平均數 

T值 P值 贊同/非常贊同

累計百分比(%) 

教學單元

安排 
90 0.81 4.23 0.683 0.498 85.6 

體會視覺

藝術意義 
90 0.79 4.29 0.540 0.592 82.2 

舒緩升學

壓力 
90 0.75 4.14 -0.416 0.679 81.1 

獲得師長

肯定 
90 0.85 4.20 1.135 0.263 76.7 

父母充分

支持 
90 0.90 3.96 -0.230 0.819 68.9 

表 4-9 國中生對於提升學、術科並重概念的關鍵因素之次數分配與 

獨立樣本 T 檢定表 

第四節 實施康丁斯基「抽象藝術課程」對於提升學術科並重 

概念之關鍵因素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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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節「題組一」所得之資料進行彙整分析後，可歸納以下三項發現： 

1.以「教學單元安排」而言，透過幽默的教學方式、豐富的視覺與聽

覺之藝術饗宴，提供與學科教學上截然不同的感受，更能讓學生深

刻體會到藝術陶冶人心之潛移默化功能。 

2.以「體會視覺藝術意義」而言，在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學習過程中，

學生能充分瞭解視覺藝術學習的重要性，並且願意投入時間學習，

同時期待下一次的美術課程。 

3.以「舒緩升學壓力」而言，多數學生對於課堂學習時之回應，相對

較學科課程為佳，並願意敞開心胸分享參與及體驗之心得，改變了

學生對以往教學課程之刻板印象，達到學、術科學習並重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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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施康丁斯基「抽象藝術課程」教學之學生作品 

分析與討論 

「康丁斯基之抽象藝術」課程設計整體規劃共分為七個單元，此節包

括：教學省思及各單元進行作品及回饋單討論，以此分析學生學習成果

等。另外，針對第七單元：「曲中有樂、樂中有畫、畫中有曲」是為綜合

創作，經過前面六個單元的抽象意象之學習，最後再讓學生選擇自己所喜

歡的樂曲，分析歌詞、曲風，樂器，運用視覺元素的聯想與音樂的啟發進

行音感創作，並且將第一單元運用鑑賞藝術的步驟來分析自己的作品，藉

由自我評量，更清楚明白及分析自我的創作歷程，透過感性的美感關注及

理性的批評分析，內化自我的學習，並且經由教師評價分析給於回饋分

享。除了於「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作

品分析表」中需標明所聆聽之曲目外，包括：作品名稱、基本資料、年級、

媒材、作詞或作曲者、學生自我說明創作過程、教師評價分析等。以下將

詳細說明之。 

一一一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認識抽象畫畫家認識抽象畫畫家認識抽象畫畫家認識抽象畫畫家－－－－康丁斯基康丁斯基康丁斯基康丁斯基」」」」    

 

（一）教學省思 

  1.鑑賞教學探索活動，教師應該深入淺出的引導，多採提問式互動學

習效果較佳，以開放性及鼓勵發表，才能活絡教學現場。鑑賞教學

重點放在作品「抽象藝術風格欣賞」、「美的形式」、「藝術鑑賞

四步驟」、「藝術感通的概念」及「節奏變化之美」的賞析。鑑賞

活動進行時，指導學生以這些適當的藝術語言描述、討論回答分析

作品的形色與節奏之美。 

2.學生學習鑑賞理論時持續力及專注力容易不足，老師事前先行設計

好學習單，供學生隨時記錄上課重點，並有利於學習與吸收，上課

成效將會更好。 

3.運用康丁斯基抽象立體動畫欣賞，能清楚分析出畫面上「視覺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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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很吸引學生，可充分引起學生學習動機，達到教學成效。 

（二）學習成果分析 

  此單元著重「藝術鑑賞導向」教學，以下針對學生作品進行討論，評

估學習成果，列舉學習單及回饋單請詳見（附錄四）。 

1.練習一 

康丁斯基作品鑑賞練習~圖一 康丁斯基作品鑑賞練習~圖二 

 

    

鑑賞藝術

四個步驟 

題目 

 

描述 

整幅作品給你的第一印象為何？這幅作品裡有哪些型態？請幫這

幅畫取個貼切的題目？ 

 學生回答：大部分學生覺得畫面第一印象是愉快、輕快、優雅、

自然、寂靜、帶有點活力的感覺。學生也都能清楚寫出作品有哪

些型態，如：半圓形、銳角、弧線、不同大小的點、粗細不同的

線（以細線為主）、同心圓、梯形、….等。有些學生取的名字也

很貼切，如：平和的早晨、自由自在、幻夢、舞出活力、春、合

諧…等 

分析 作品運用了哪些形、色，以何種方式構成？這幅作品的焦點畫面

及色彩運用？使人連想到什麼，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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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回答：大部分同學覺得畫面運用了反覆的節奏，增添了那音

樂的美感，色彩的運用以繽紛七彩的顏色為主，看到較多的高明

度色調，少部分學生寫出對於背景的處理畫面是運用漸層方式呈

現，有淡黃及淺藍，感覺上是淡淡柔和的氣氛，在結構方面，大

多是細的直線、曲線、半弧線，讓畫面有輕鬆自在的感覺，而焦

點畫面有些同學覺得是左上角的同心圓，向早晨的太陽一般，象

徵光明，有些同學覺得整體焦點畫面有三各大結構。 

詮釋 回顧康丁斯基生平及創作歷程，請從畫作的主題及表現中，表達

你的看法？使你領悟到什麼？ 

 透過康丁斯基的創作歷程及後期的抒情抽象，他開創了很另類的

一條實驗的路，原來運用簡單的點、線、面也可以呈現出美麗的

畫作。 

判斷 你喜歡這幅作品嗎？為什麼？你覺得這幅作品最重要的意義是什

麼 

 大部份同學喜歡，原因是：明亮豐富的顏色，雖然看不懂，但飽

滿的色彩美感讓我感受到心靈喜悅及輕鬆的線條和圖形，可以使

我心情平復，煩惱隨著音樂的結束而忘卻，顏色形狀變化可隨心

情隨之變化，也感受到那活力，一部份同學不喜歡，原因是：不

太喜歡抽象的畫作、覺得畫面很亂。另一部分同學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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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饋單 

編號 回饋單內容 

A-01 感謝老師讓我對抽象藝術的認識更上一層樓，抽象藝術真令我大

開眼界，且讓我能充分發揮想像力，我變的喜歡抽象藝術，希望

下次能有機會接觸。 

A-02 上完此單元後，我真想試著創作抽象藝術看看 

A-03 了解了不同一般所畫的創作歷程，令人印象深刻 

A-04 抽象藝術真的很自由，很開放，也充滿驚喜 

A-05 經過這次的課程，讓我對抽象藝術有了不同的想法及全盤的認識。 

A-06 猜透作者創作化的意涵，感覺有些困難耶！ 

B-01 剛開始很不能接受，但上完課覺得非常有趣味，富有想像力，有

其深刻的內涵 

B-02 對我而言太困難了，不知道為什麼，說不上來 

B-03 這堂課使我深刻領悟到抽象藝術 

B-04 這次抽象藝術介紹的很完整，讓我深深了解其精神與內涵 

B-05 這次的單元讓我對欣賞美與藝術有著更深的了解，希望下次也能

這樣。 

B-06 抽象藝術給人豐富的想像空間，同時也會體悟到各種不同的感

受，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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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    

    

（（（（一一一一））））教學省思 

1.整個學習活動，除了包含合作討論、小組集體創作與音樂展演等，

都是一種良好的合作學習。教學方法的應用上不論在藝術欣賞、抽

象創作、音樂節奏創作、表演、發表皆運用個人與團體交互運用的

方式，一方面發掘學生的個別差異指導學生，另一方面運用團體讓

學生在合作中學習，在同儕間激盪出更多的創意。最後集體創作的

大幅作品，也常能鼓舞學生大大的勇氣和視野的開拓。 

2.學生合作學習的問題：在各式合作學習活動與小組創作中，教師發

現大部分孩子和同儕間都互動良好。但少部分孩子在家是獨生子

女，在團體中表現容易自我意識高，只顧自己喜好而影響別人，在

兼顧教學成效與學生態度指導上，老師需先有良好策略引導與耐心。 

3.指導學生利用應用幾何形與線，上課提示部分造形符號引發聯想，

提醒同學集體創作時，因為是即興方式，不設定主題，盡量留給學

生發揮創意，不限制形式，自由設計，同學間可互相學習切磋，拋

開寫實方式，盡量大膽嘗試抽象創作，學生沒有壓力下發揮的很好，

效果不錯。作為下一階段「個人抽象藝術創作」之前的暖身活動。 

4.結合音樂、表演及視覺藝術三科統整設計，讓老師各自的專業得以

發揮也讓課程更能深入延伸，團隊合作及協同教學是非常好的方

式，清楚體會到藝術是可以感通的，藝術是可以互相交流及流動的，

越分享越多，課程的內涵越豐富，課程架構越扎實，進而達到教學

成效。 

 

（二）、學習成果分析 

以下針對學生作品進行討論，評估學習成果，列舉學生學習單及回饋

單請詳見（附錄四）。 



 119 

1.練習一   

  

學生學習單內容列舉彙整~造型會唱歌 

項目 破銅爛鐵 

影片 1 

破銅爛鐵 

影片 2 

破銅爛鐵 

影片 3 

街頭藝人

節奏表演 

即興節奏表演影片 

樂器

或其

他物

品拍

擊的

聲音 

 

 

 

 

 

 

 

大部分同

學都能清

楚看出

有：拉鍊、

拍手、踏

腳、拍桌子 

大部分同

學都能清

楚看出

有：手、水

壺、寶特

瓶、筆、

尺、資料

夾、黑板  

大部分同

學都能清

楚看出

有：手、水

壺、櫃子、

筆、尺、橡

皮筋、木棍 

大部分同

學都能清

楚看出

有：鐵片、

裝有水的

玻璃瓶 

大部分同學都能清

楚看出影片表演

者，以肢體語言表現

節奏，包含爵奏鼓、 

鋼琴、收銀台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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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

聲音 

.刮黑板聲 

.遙控車摩

地板聲 

.球鞋磨擦

地板聲 

.車子雨刷

磨擦玻璃

聲 

.廟會遊行 

.糖果在罐

子中搖動 

.工地施工

時敲打釘

子的聲音 

.夜市吵鬧

聲 

.媽咪廚房

炒菜聲 

.工廠好幾

部機器同

時運作的

聲音 

.餐廳忙碌

的聲音 

.下雨天滴

答聲 

.音樂盒 

.風吹向門

邊的風鈴

聲 

 

.交響樂 

.大賣場裡大家急促

的叫賣聲 

線條

或形

狀 

大部分學

生多以直

線和折線

單純的構

圖來表示 

大部分學

生呈現方

式不一， 

但畫面出

現點、線、

面構成之

美 

大部分學

生呈現方

式不一， 

較常出現

的有：三角

形、圓形、

粗線、弧線

的構成 

大部分學

生呈現方

式較常出

現的有：細

線、曲線、

折線等 

大部分學生呈現方

式較常出現的有：同

心圓、大弧線、重的

色塊等 

演奏

方式 

拉一下停

頓、拉二下

停頓、連續

拉、停頓，

重複 3 次 

即興表演 

叮叮咚咚

響，亂中有

序 

即興律

動，主要節

奏是櫃子

聲音，配上

水壺敲筆

聲和其他 

從高到低

從低到高

演奏成一

首曲子 

肢體動作加爵奏鼓、 

鋼琴、收銀台聲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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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練習二~列舉學生練習請詳見（附錄四）   

 
 

 

讓學生欣賞康丁斯基 6 件作品、6 首曲子，感受哪首曲子跟哪件作品畫面

所呈現的意境最接近，同學的答案都很相近，能感受到音樂與畫面的關

係，並經由聯想、體會音樂與各式圖形間的關聯性與共通性。另外請同學

找到認為的焦點畫面把大師作品摩畫出來，學生整體的表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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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形形色色形形色色形形色色形形色色~~~~拼圖點線面拼圖點線面拼圖點線面拼圖點線面」」」」    

（一）教學省思 

1.強調鼓勵剪貼時大膽嘗試。製作中教師可隨機展示學生表現有創意

之處，引起討論和觀摩，藉機會再次激發出學生不同的創意。 

2.剪貼創作時先排一排想一想構成的節奏性變化，經「思考後再貼」， 

讓學生感受抽象創作過程，而不是隨意亂貼。 

（二）學習成果分析 

以下針對學生作品進行討論並評估學習成果，列舉之作品詳附錄四。 

  

反覆及對比之美 節奏之美 對稱及對比之美 綜合練習 項目 

 

 

大部分學生都能

運用對比色創造

出反覆美的原理 

大部分學生都

能運用點、線

元素，藉由疏

密、大小、重

疊的方式表現

出節奏韻律的

視覺之美 

 

大部分學生都能

單純以面及對比

色加上翻貼、正

形、負形的概

念，表現對稱之

美 

學生能選擇三

種以上的美的

形式來創作，但

多用反覆、節

奏、對稱的圖形

比較多，其他形

式的嘗試較少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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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單元四單元四單元四單元四「「「「色彩感知色彩感知色彩感知色彩感知」」」」 

    

（一）教學省思 

  1.在教學過程中了解到，大部分學生，對媒材的水分與彩度的控制未能 

掌控，感到用色困難，以至於創作礙難行，是因為接觸機會不多， 

學者沒有指導正確方式，任由學生隨性的塗鴉，所以明確的工具使用 

的順序與建議，是本單元要加強的。 

2.大部分學生透過調色漸進式的指導，學生較有信心嘗試自己想調的顏 

色，學生上色時，便懂得較細心與用心去經營畫面，學生透過駕馭色 

彩的能力建立，開始能掌控創作的調色技巧與能力，較能表現創作時 

想要達到的目標與感覺。 

  3.多數學生可以將自己的想法充分表現，畫面與自己想表達的情境相符 

合，已經懂得用色彩來表現情境，但有些學生仍覺得自己無法表達一 

開始的想法，少數學生對畫面的表現，毫無主見，不清楚要如何來表 

達用色的感覺。 

  4.在我的畫畫的過程中,學生期望可以改進的順序是：第一：上色時,可

以很細心、第二：我可以調出我想用的顏色、第三：我可以小心水分

的使用、第四：我可以表現很乾淨的顏色、第五、我可以改變用色的

習慣。因此可以顯示學生有待加強的部份 

 5.學生在畫面色彩的色調運用在類似色的色階上，較少看到明度的不同

變化，所以往後課程設計可針對相關問題給予學生練習加強。 

  6.色彩情意方面，學生的學習態度，非受到技巧的束縛，而是想要透過自己

對顏色的認知而發抒對色彩的表現，發現創作的能力，其實不在技巧好壞，

而是參與課程，勇於在調色盤上嘗試的態度，許多學生自認自己畫不好，

卻開始喜歡調色，這是對水彩嘗試配色的態度建立，也是樂於接受色彩的

態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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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成果分析 

以下針對學生作品進行討論，評估學習成果，將列舉學生做品請詳見

（附錄四）。 

春、夏、秋、冬    喜、怒、

哀、樂    

酸、甜、

苦、辣    

生、老、

病、死    

風、火、

雷、電    

項

目 

約有 45％的學生選擇這各主題來發

揮，大部分學生是否能表達出與畫

面相符合情境是較難評斷的，往

往會透露出學生偏愛的顏色有

關，例如你喜歡紅色或是偏好高

彩度或是低明度，出現在春、夏

季節表現中，這種偏好通常讓人

聯想到熱情、執著和積極的人格

約有 30

％的學

生選擇

這個主

題來發

揮。 同

左看法 

約有 15

％的學

生選擇

這個主

題來發

揮。同

左看法 

約有 5

％的學

生選擇

這個主

題來發

揮。同

左看法 

約有 5

％的學

生選擇

這個主

題來發

揮。同

左看法 

   
A-01 學生作品 

春、夏、秋、冬 

A-02 學生作品 

喜、怒、哀、樂 

A-03 學生作品 

風、火、雷、電 

  
A-04 學生作品 

生、老、病、死 

A-05 學生作品 

酸、甜、苦、辣 

A-06 學生作品 

喜、怒、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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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看法不見的準確，色彩的

表達方式有無限種可能的組合。 

 

五五五五、、、、單元五單元五單元五單元五「「「「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    

（（（（一一一一））））教學省思 

    藝術最重要的是心靈層面的探討，此單元透過素描、繪畫、拼貼方式創作，

透過情感類比的語言作畫，將人類的性格特徵或情緒，如：憤怒、喜悅、平和、

孤獨、歇斯底里、疾病、沮喪、人類能量、畫出你的名字等，把內在主觀的思緒

變的客觀化，並賦於他們可見的形狀、色彩。從學生創作歷程，深刻的感受到學

生在創作當下是充滿熱情與投入，看到學生所呈現的線條、形狀、色彩是那麼獨

特、生動、充滿生命力，彼此間有種生命被實踐的感動，大部分學生的表現狀況

都出乎預料外的好，可見人的情感是需要被了解被重視，研究者非常喜歡此單元。 

（二）學習成果分析 

以下針對學生作品進行討論，評估學習成果，將列舉學生作品請詳見（附

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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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類比的語言創作畫分析 項目 

    我們可以看到，類比畫有成千上萬種變化實際上，沒有哪兩幅是完全

相同的。然而看到學生的作品，不論是單色或是彩色的呈現，讓我驚訝的，

還是這些畫在表達某個概念時結構上的相似性，如「憤怒」、「溫柔」、「喜

悅」等等。這些結構上的相似性已經足夠證明，這些畫想要表達的是一種

共同的直覺，這種直覺往往能夠位我們提供對這些概念視覺上的理解。學

生所呈現的「憤怒」帶有非常多，強烈的不同情境如：像刀刃般、沉重的、

非常傷感情、不理智的..等。學生畫中出現的有鋸齒狀、黑暗、尖劣、整

各畫面壓的透不過氣來的形狀……等，色彩使用上以暗色系及明度低的色

彩來呈現。每幅畫蘊藏著太多資訊，遠遠超出了用口頭詞彙解釋的意思。

喜悅的類比畫：每一幅畫都很獨特，然而這些畫還是共用一個類似的基本

結構。畫面呈現的是輕鬆、帶有某種弧度、圓形、有些同學還為畫增添多

層次的象徵意義。色彩使用上以繽紛色彩為主。學生對「沮喪」概念的類

比畫，從結構相似性來說特別有趣，許多學生把線條和形狀放在比較靠近

底端或是偏一邊的位置，也讓我們聯想起，當我們很沮喪時，心情總是低

落的，很明顯學生的反應也是如此，學生們非常直接地透過視覺語言表達

這個概念。學生對「溫柔」這個概念，學生們主要使用了許多彎曲線。表

達「歇斯底里」的狀態又是那麼貼切。學生對「疾病」這個概念較多呈現

的是細菌微生物的形象，有強大的有較柔弱的結構，學生對「人類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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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概念所呈現的是強烈的放射狀，也呈現出人類的智慧是無限寬廣，學

生對「畫出你的名字」這個概念呈現出你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是內向還是

活潑，喜歡吃什麼、喜歡什麼顏色，希望學生解讀自己，把線條從心中釋

放出來。 

    線條的語言非常精確、微妙和強大能夠快速地理解，而且從美學和智

力角度上容易讓人滿足，在學生身上我感受到了。 

 

六六六六、、、、單元六單元六單元六單元六「「「「康丁斯基水墨畫實驗遊戲康丁斯基水墨畫實驗遊戲康丁斯基水墨畫實驗遊戲康丁斯基水墨畫實驗遊戲」」」」    

（（（（一一一一））））教學省思 

   1. 國中生對於水墨畫領域之技法與媒材運用較為陌生，嘗試以康丁斯

基抽象繪畫創作理論為依據，導入音樂元素以為創作內涵，使學生

在學習水墨畫的過程猶如遊戲一般，激發其強烈的主動學習意願，

從做中得到新奇有趣的發現，進而對於水墨畫特質有所體會。 

   2.統計學生給教師的回饋單心得感想，表示喜歡本單元的約佔80﹪，

覺得還好、不錯的約佔20﹪。學生喜歡的原因歸納有以下數點：覺

得很有趣；覺得這個單元很有意義；可以一邊聽音樂一邊畫畫；能

培養對音樂的想像力，畫圖沒有很大的限制；老師會隨時鼓勵學生

提高學生的信心以及表現的內容很自由等等。學生不喜歡的原因約

有幾點：個人缺乏想像力；對抽象繪畫沒有感覺；覺得要將繪畫與

音樂做出連結非常困難；有些同學會在課堂上吵鬧、敷衍了事以及

創作時間太短等等。 

3.老師的講解及示範部分，有同學表示老師簡報說明很清晰，舉例極

佳，而且這不擅畫國畫的學生來說更是另一種繪畫表現的選擇。有

的同學表示希望老師可以多安排學生體驗水墨畫技法訓練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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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成果分析 

以下針對學生作品進行討論，評估學習成果，將列舉學生作品請詳見（附

錄四）。 

作品分析彙整    

整體而言學生對水墨畫領域之技法與媒材運用很陌生，從回饋單了解到，學 

生對水分掌握，墨法技巧、線的形態及墨層次運用分數普遍3分，加上繪畫 

與音樂做出連結也有困難度，畫面與自己想表達的情境相符合程度不高，但 

整體而言學生很喜歡這個單元，很新奇、特別。此單元最大的目的希望能透 

過以音感創作，引導學生，運用遊戲實驗性的方式來嘗試水墨畫創作，讓不 

擅長畫國畫的學生來說激發學生自由、大膽、即興態度嘗試使用毛筆練習， 

了解其媒材特性，達到設計課程最初得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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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單元七單元七單元七單元七「「「「曲中有樂曲中有樂曲中有樂曲中有樂、、、、樂中有畫樂中有畫樂中有畫樂中有畫、、、、畫中有曲畫中有曲畫中有曲畫中有曲」」」」    

（（（（一一一一））））教學省思 

1.從學生回饋的問卷發現，學生在聆聽音樂試圖轉換成視覺符號的過程

中，更能享受音樂在心理、生理上產生共鳴的美好關係，且對學生的

學習有極大的吸引力，進而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與動力。  

2.提醒學生要將音樂分成十段來播放，依照音樂的感覺完成至少十種基本線

條或圖形，才將這些線條作為構圖的元素。音樂每段播放後再重複播放一

次，休息三分鐘後，再播放第二段音樂。鼓勵學生，無需計較美醜儘量自

由大膽的揮灑，所以特別跟學生強調創作並非創作者單方面的行為即可成

立，需要融入欣賞者的互動才能成為真正的藝術，確實寫下創作歷程，運

用鑑賞藝術的四個步驟來引導：由描述、分析、詮釋、判斷等程序寫下自

己的音感創作歷程，培養聽覺轉換成視覺的感知與敏感能力，將內在的情

感做深入的內化，享受音樂及視覺創作之體驗。 

（二）學習成果分析 

以下針對學生作品進行討論，評估學習成果，將列舉兩班部分學生作品做說

明，其標明所聆聽之曲目外，包括：作品名稱、基本資料、年級、媒材、作詞或

作曲者、學生自我說明創作過程、教師評價分析等，其他學生作品請詳見（附

錄四）。以下將詳細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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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01 

學生作品 

 

學生基本資

料 

男生 14 歲。在課堂上表現良好，很能思考問題，有禮貌守紀負

責，文靜直率。父親在上市電腦公司做主管，母為家庭主婦。

父母感情良好，對子女教育很關心，非常重視學業成績，功課

表現佳。 

作品代號 A-01 

學生年級 八年級 

作詞或作

曲者 

詞：王力宏、陳鎮川 

曲：王力宏 

媒材 水彩、廣告顏

料 

曲目 一首簡單的歌 

第一層描述 一整首歌聽下來讓我很有感觸，會有種想大叫

好聽的衝動，聽了很多遍，腦袋第一直覺閃過

的畫面是藍色，是那樣輕快，那麼溫馨，那麼

率直中有種真誠的感覺。 

學生自我說

明創作過程 

第二層分析 整體畫面用藍色系，將顏料一層一層加上去和

運用水彩渲染的效果，表達對此旋律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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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橫的細線條和斜的細線，有長有短，讓畫

面有些許輕快的節奏，右下角運用黑色塊像山

石，讓畫面有一點強烈的對比。 

第三層解釋 這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創作，因為不是可以很

具體的呈現，完成作品時滿有成就感的，比自

己預期中的還要滿意，尤其畫面色彩層次變化

有達到意想不到的視覺效果，再加上一些濃淡

不拘的細線，讓畫面有了淡淡的節奏變化。 

教師評價分

析 

這幅畫整體而言帶有一點復古及藍調的味道，將這首歌詮釋的

很貼切，全幅用藍色加綠色調子重疊或渲染而成，畫面中橫的

細線條和斜的細線，讓平靜的畫面有了些許的節奏變化，右下

角運用黑色塊像山石，讓畫面有了重量。整幅畫就好像這首歌

想傳達的意境，簡單當中有著他的感動與真誠，平凡當中的美

感，原來美麗是不需要上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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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02 

學生作品 

 

學生基本資

料 

男生 14 歲。父親在資訊公司工作，母從事金融業。個性活潑直率，

喜愛繪畫，在美術課表現很好，作品富有創造力，是個很有藝術

天份的孩子，但平時在班上是老師很頭痛的學生，不愛唸書，上

課容易分心，學科作業常常無法完成。 

作品代號 A-02 

學生年級 八年級 

作詞或作

曲者 

羅南-男孩特區主唱 

媒材 粉彩、色鉛

筆 

曲目 I believe I com fly 

學生自我說

明創作過程 

第一層描述 爸爸從以前就很喜歡聽英文歌，所以我們家也因為

這個原因，櫃子裡也擺滿了一堆右一堆的英文 CD，

而男孩特區也正式爸爸最喜歡的團體之ㄧ，有空

時，他都會一張張放出來聆聽，每當撥到這首歌時，

我也會停下手邊的工作一起亨著唱，不知不覺也愛



 133 

上這首歌，畫面中長滿藤蔓，代表了理想達成前所

遭遇的種種挫折及困難。 

第二層分析 整體畫面分成三各區域，中間的放射區塊，想表達

歌詞中的的意涵，運用規則的連環曲線和直線代表

衝向目標理想：「我相信我能飛，我相信我能觸摸

到天空，我日思夜想，想要展翅遠走高飛，我相信

我能飛，我看見自己穿過那扇敞開的門……。」對

於色彩的安排運用漸層的暖色調，呈現光明的感

覺，另外兩邊區塊畫滿了藤蔓，想代表衝向目標需

歷經非常多的磨練。  

第三層解釋 這首歌的歌詞很有意思，旋律也很熟悉，轉換成視

覺畫面的過程並沒有很大的困擾，很快就有靈感

了，畫面所呈現的感覺跟自己預期的差不多。透過

音感創作把我內心的感動表露出來了。 

教師評價分

析 

I used to think that I could not go wrong And life was nothing 

but that an awful song But now I know the meaning of true love 

I'm leaning on the everlasting arms If I can see it, then I can 

do it 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我一直以為自己不會犯錯，人生不過是一首可怕的歌， 如今，我懂

得了真愛的意義，我倚靠著永恆的臂膀，只要我明白，我就會去做，只

要我相信，什麼都不成問題，我相信我能飛，……。」.這首歌的歌詞

非常有意函，激勵人心，畫面處理採對稱的構圖，清楚分出二大區塊，

左右邊算是一個大區塊，襯托中間放射狀，很清晰的可看出規則的

弧線由大變小，最後形成錯綜直線，而色彩也由寒色系漸層至暖

色系，進而迎向光明；該生的創作說明裡，清楚的表達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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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與內涵，是一張相當成功的創作。 

圖 A-03 

學生作品 

 

學生基本資

料 

男生 14 歲，個性活潑好動，率直善良，喜歡跳街頭舞蹈，父親忙

於事業，在模特兒公司當經理，對孩子較疏於管教，從小由奶奶

和爺爺照顧，單親家庭，家中經濟環境優渥，此學生不喜歡念書，

學業成績屬班上中下學生，但在各科學習及作業上能盡力配合完

成。 

作品代號 A-03 

學生年級 八年級 

作詞或作

曲者 

DMX 

媒材 粉彩、色鉛筆 曲目 Party Up 

學生自我說

明創作過程 

第一層描述 DMX 是美國新世代嘻哈，2000 年獻唱至今仍是全

球嘻哈舞池中最好帶動氣氛之國歌級饒舌金曲饒

舌界最強悍的高手，粗獷硬幫的饒舌调性成了最

明顯的商標，也成功跨及饒舌節奏藍調甚至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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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滾。我覺得 Party Up 這首歌曲風大膽，內容色

彩豐富，快速而強烈的節奏亦使人興奮；令人想

隨著音樂盡情飆舞。 

第二層分析 我用對比的紅色與綠色、紫色與橙色、藍色與黃

色、加上黑色與紅色，來強化畫面的力量。造形

上運用漸層的爆炸圖形來表現快速而強烈的節

奏。 

第三層解釋 我非常喜歡跳街舞，饒舌歌是我最愛的音樂，充

滿熱情活力，運用音樂轉換成圖像來呈現雖然很

抽象，但我試著把聽到的畫面，結合色彩及美的

形式原則，想強化這首歌的快速節奏，我達到預

期中的畫面，我很喜歡我的創作。 

教師評價分

析 
DMX 驚人締造連續五張專輯全數空降排行冠軍寶座，這個成績在

嘻哈/饒舌界堪稱傳奇紀錄。此曲風大膽深受學生們的喜愛，那一

股熱力喚起學生們隱藏的熱情。該生本性活潑好動且心胸開闊，

畫面中流露出強烈的節奏及熱情。色彩多用藍、橙色對比，間襯

以紅、黑色，反覆以黃、橙、紅色級變化，構成漸層的形式美，

用大小的放射狀表示出強烈搖滾的動感，整理而言畫面呈現出強

烈的力量，把隱藏的熱力表露無疑，是一張很成功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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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04 

學生作品 

 

學生基本資

料 

男生 14 歲，個性內向穩重，沉默寡言，學業成績中等，父親從

商，是一位公司的老闆，母為家庭主婦，家中的獨子，家庭環境

優渥，從小學音樂，擅長鋼琴、小提琴，母親也熱愛音樂，大學

主修小提琴。 

作品代號 A-04 

學生年級 八年級 

作詞或作

曲者 

G 弦之歌 

媒材 粉彩、色鉛筆 曲目 巴哈 

學生自我說

明創作過程 

第一層描述 只要聽巴哈的 G 弦之歌讓自己放鬆不少，雖然只

是一首曲子但足以使我沐浴在藝術與人文的春

風裡呢！聽說巴哈所做的這首 G 弦之歌是他只

用了一調弦所編出來的，十分厲害呢！老實說！

簡單的一條弦就能夠譜出扣人心弦的樂章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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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佩服，且令我喜愛的原因之ㄧ。不一定是要

艱深難懂的音樂才較好音樂吧！簡而不繁瑣，又

能表達出張力，那才高超，秉持著輕鬆簡單的信

念去做音樂也許是這位音樂大師的特色。自在自

適的心情去聽去享受也許會發現更多不同的音

樂震撼吧！ 

第二層分析 當我反覆聽完 G 弦之歌，我想用簡而不繁瑣的感

覺來創作我的美術作品，畫面中包括大、中圓

形、重疊的三角形、連續的半圓形以及 L 形構

成，色彩方面以黑色為底色，襯托鮮豔的色彩。 

第三層解釋 能夠利用音樂和美術的結合去教導我們繪出浮

現的一片畫面是很好的教材呢！ 

教師評價分

析 
此學生從小學樂器，深受藝術洗禮，對音樂的感受力很強烈，這

幅畫的構圖清楚看出幾個大結構，在對比中求調和，變化中有統

一的效果，簡單大方，描訴著聽音樂之後的感受，把 G 弦之歌表

現的很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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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05 

學生作品 

 

學生基本資

料 

女生 14 歲，聰穎乖巧，喜愛繪畫，才情兼備，獨具巧思，父親

是出版社的總經理，母為家庭主婦，在校各方面的表現都很好，

是老師們心目中品學兼優，懂事乖巧的好學生。 

作品代號 A-05 

學生年級 八年級 

作詞或

作曲者 

Love Story 

媒材 水彩、廣告顏料 曲目 Taylor Swift 

學生自我說

明創作過程 

第一層描述 這首歌是以羅密歐與茱麗葉愛情故事為基

礎，然後再賦予現代愛情觀的佳作，歌曲的一

開始是茱麗葉回憶兩人初次見面的情景，到了

副歌的地方就是茱麗葉請求羅密歐不要離開

她，他們偷偷的相戀，後來茱麗葉又說雖然這

段愛情很艱難，但它很真實，讓我不禁聯想到

真愛來臨裡的男女主角的戀情也是不被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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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但『愛』讓他們突破困難堅持到最後直到

羅密歐的求婚成了圓滿的結局。每一段副歌都

不太一樣，因為整在首歌是在敘述一個故事，

而且旋律也很好聽使這首歌很突出。 

第二層分析 了解了這首曲子的意涵後，用半具象的描繪法

做成此畫，畫面中茱麗葉的手握著一朵即將凋

懈的玫瑰花，整隻手被有刺的藤蔓刺傷了，多

層次的弧狀色塊重疊代表著對愛情的希望，紛

紛凋落的色塊，代表著所遭遇的阻礙與困難。 

第三層解釋 一邊聽著自己喜歡的音樂，一邊畫畫的感覺很

享受，把歌詞中的意境及心中所感，躍然紙

上，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教師評價分

析 
作者富於甜美的幻想、個性細膩，同理歌詞中的意境，藉音樂的

催媒，促動人的情感以具象與抽象揉合運用，呈現出少女情懷對

愛情充滿著憧憬。此學生的圖像內化能力佳，畫面中可清楚傳達

出羅密歐與茱麗葉愛情故事所遭遇的阻礙與困難，繪圖技巧及著

色能力也非常優，善用美的形式原理原則中反覆、漸層、對比、

節奏來運作，幻化成一幅動人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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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06 

學生作品 

學生基本資

料 

女生 14 歲。文靜爽直，很能思考問題，在美術課堂上的表現佳，才

情兼備獨具巧思，喜歡古典音樂，會拉小提琴及彈奏鋼琴，父親在廣

告公司工作，母從事金融業，家庭環境優，父母親常帶孩子旅遊，擴

展視野。 

作品代號 A-06 

學生年級 八年級 

作詞或作

曲者 

柴可夫斯基 

媒材 粉彩、色鉛筆 曲目 胡桃鉗~糖梅仙子之舞 

學生自我說

明創作過程 

第一層描述 父親非常喜歡聽古典音樂，常常跟媽媽一邊聽音

樂一邊跳舞，從小耳孺慕覽下，我也變的愛聽古

典音樂，我很喜歡這首曲給於人輕巧的感覺，讓

人置身於棉花中的快樂和軟綿綿感覺，而且很有

活潑少女的情懷和浪漫的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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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分析 我的畫作中，圓代表著活潑與律動，而且圓不像

三角形有稜有角是非常平滑的能營造出一種軟

軟夢幻的國度，畫面中的短弧線象徵著有點像貓

的腳步一般輕巧帶點神秘靈活的音符，整幅畫則

以七彩色系為主，配合鋼琴的亮麗音色有點像糖

梅仙子，感覺到跳動的音符，以及這首曲子潤滑

優雅卻又不是那麼活潑的情境。 

第三層解釋 其實抽象畫很難完全明白作者的想法，但是只要

用心體會依然能感受其中的意境，而且聽著音樂

邊畫畫別有一番風味。 

教師評價分

析 
這首曲子非常特別，應用了音樂亮片的鋼片琴作為本曲的主角，

這個樂器第一次被運用於音樂作品中，那輕巧的聲音，就像糖梅

仙子纖細的身影，愉快的跳著舞，編織出夢幻般的世界，帶給人

無限想像空間。整個畫面充滿了韻律感及繽紛的色彩，運用美的形

式中的反覆及節奏，表現出整首曲子活潑的氣氛，畫面中的黑色短

弧線，表達了這首曲子最特別的地方鋼片琴的聲音，大大小小的

圓裡，又有同色調的造型變化，增加了畫面的變化，右上角利用

線條、格子及圓形以多層次感來構成，把曲中的細節轉換的很成

功，非常有造型性。是一幅非常精采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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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01 

學生作品 

 

學生基本資

料 

女生 14 歲。活潑樂觀，喜歡嘗試新鮮事，愛閱讀，很有禮貌，在美

術課堂上的表現很有創意，父母親都是公教人員，重視品性教育，

學業成績中上。 

作品代號 B-01 

學生年級 八年級 

作詞或作曲

者 

法蘭茲.舒伯特 

媒材 紙版畫、廣

告顏料 

曲目 鱒魚 

學生自我說

明創作過程 

第一層描述 這首鱒魚是作者舒伯特再遊歷青山綠水中所觸

發他完成的樂曲，在輕快的小提琴拉奏中顯出魚

兒在水裡悠遊的景象，來去自如，不受羈絆，但

是漸漸地，沉睡的大提琴向磅礡大雨般把鱒魚帶

入泥沼動彈不得，就在困難之際，雨過天晴，快

樂仙子突然出現讓這群急需幫助的魚兒從獲自

由。從小時候第一次聽到這首曲子，就被輕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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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奏吸引，隨著樂曲的進行，我似乎看到鱒魚悠

然嬉戲於涓涓細流之間，這首曲子蓬勃生氣的風

格令我回味無窮。 

第二層分析 聽完這首曲子，讓我回想起小時候在鄉下河邊玩

水抓魚的情境，畫面給我一種可愛幽默的意象且

畫面十分豐富。我利用紙板剪出許多形狀象徵鱒

魚在泥沼動彈不得及魚兒從獲自由在水中游來

游去的情境，選擇用板畫壓印，因為紙板畫有一

種很特別的筆觸和質感。 

第三層解釋 我發現最難的就是體會一首歌的意含，但用心了

解後就更能深入此意境。謝謝老師給我們在課業

繁忙中仍能播放古典音樂調劑身心相信對於心

靈的陶冶及壓力的釋放無疑是大大加分！ 

教師評價分

析 
鮮活的曲調，非常活潑輕巧，很有戲劇的張力不知不覺吸引人。

此學生經由深入了解曲子的意境，用心探索其本質後，決定用

板畫媒材來創作，版畫壓印所呈現的特殊質感增添了畫面的層

次變化，整幅畫作運用紙板剪出各式各樣的造型及色彩的鋪

成，把鱒魚在泥沼動彈不得及魚兒從獲自由，確實表現出緊張

的勢態帶來了瞬間的緩衝，已使畫面顯出生動活潑或跳或動的

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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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02 

學生作品 

學生基本資

料 

女生 14 歲。思想細膩、喜歡獨處、聰穎嫻靜，喜歡閱讀，愛看小

說，有自己的部落格，喜愛寫小說，父親在私人公司做主管，

母從事金融業，學業成績在班上前十名，在美術課表現佳。 

作品代號 B-02 

學生年級 八年級 

作詞或

作曲者 

沃夫岡阿瑪迪斯莫札特 

媒材 水彩、廣告

顏料 

曲目 朋友請接受我的感謝作品 383 

 

學生自我說

明創作過程 

第一層描述 正如其題目，這首出自才子莫札特的曲子，旋

律溫暖感人，這首獻給女高音雅洛西希亞偉柏

的詠嘆調，是他初戀的回憶，當時雅洛希亞嫁

為人婦，但莫札特仍舊希望再音樂上助他一臂

之力，於是寫了這首以歡愉感激的氣氛的詠歎

曲，一面思考著音樂背後的動人故事，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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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莫札特對音樂的熱情，更深深被他的心意感

動面對一個未能圓滿結束的戀情，他選擇以感

恩感激的心來回應，我相信他在作出這個曲子

的同時，心中的傷痛已慢慢被滿溢的希望取

代，也使現在的我們從這個歌曲中得到激勵和

勇氣。 

第二層分析 當我聽完這首曲子之後，在我的腦海中，幻起

了許多藝象。畫作中，我畫了非常多大大小小

的圓弧，象徵著曲中的節奏有快慢，且高低音

各不相同，，  

第三層解釋 這次的創作讓我領受到音樂不只是用耳朵聽

更重要用心去感受，因為它們都是作曲家的心

路歷程是一則則動人的故事，老師謝謝您給予

我這個領悟。 

教師評價分

析 
從畫面中可看出這位學生思想成熟細膩，佈局嚴謹，無論是

技巧、線條、色調整體畫面層次變化豐富，豐盈而瑰麗的畫

面上充分的表現出個人獨到的風格，似乎隱約可以感受到音

樂背後的動人故事，歡愉感激氣氛的詠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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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03 

學生作品 

學生基本資

料 

男生 14 歲。學業成績中等，家庭環境優渥，家中獨子，從小學

音樂，擅長鋼琴、小提琴，個性活潑、好動 ，好勝性強，對

自我要求高。 

作品代號 B-03 

學生年級 八年級 

作詞或

作曲者 

蕭邦 

媒材 水彩、廣告

顏料 

曲目 升 C 小調第四號幻想即興曲作品 66 

學生自我說

明創作過程 

第一層描述 這首即興曲是蕭邦人生中創作出來膾炙人口

的即興曲，常常在演奏會裡被演奏出來，我喜

歡這首曲子也是因為「它」陪我度過許多表演

和比賽的日子。即興曲就是作者沒有事先預設

和準備的即興作品，或是樂思泉湧下的創作。

而且這首即興曲是蕭邦去世後才被人發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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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所以更沒有辦法知到蕭邦是在什麼情境

下創作這曲子的了。 

     

第二層分析 我運用的媒材是蠟筆，首先將底色塗上七彩的

顏色在畫上深黑色，最後用竹籤刮出細線，我

想製造畫面的層次感，細的線條及粗的曲線交

錯加上放射狀色塊漸次縮小，表達出這首歌的

律動。 

第三層解釋 這首曲子以不同的節奏，在左右手急速交合

下，彷彿成了一種幻想的意境，中段之後展露

出優美的旋律，有一種時空的美感，最後又再

依次轉回急速的幻想情境，然後用低音反覆，

營造出餘韻纏繞的效果結束。 

教師評價分

析 
她這幅畫深色的背景襯托出鮮明的亮色系，曲折強烈的曲線

交錯，就好比這首曲子轉回急速的幻想情境，確實表現出這

種對比趨勢，漸層的放射狀讓畫面呈現節奏之美，運用刮畫

營造層次變化是很好的表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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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04 

學生作品 

 

學生基本資

料 

女生 13 歲。乖巧懂事，有禮貌守紀負責，非常能思考問題，學

業成績優秀。父親是一位律師，母為公務員。父母非常開明，

對子女教育很關心。 

作品代號 B-04 

 

學生年級 八年級 

作詞或作

曲者 

艾薇兒 

媒材 水彩、廣告

顏料 

曲目 Innocence 

學生自我說

明創作過程 

第一層描述 聽完這首歌後，直接影響了我整個情緒，他給我

ㄧ種輕快活潑的感覺，「純真」是現代人應追求

的，只要保留那一份感動，相信一定很棒！這張

專輯裡幾乎都屬於比較 Rock 的感覺 

This innocence is brilliant, I hope that it will  

This moment is perfect, please don't go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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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分析 我選擇的媒材是色鉛筆和粉彩，粉彩可以做出我

想要的層次變化，柔和中強調他的明暗變化，運

用了鮮艷的色彩表現我所聽到的節奏，想用較大

的色塊加上細膩的曲線來表達。 

第三層解釋 我發現簡單的線條和形狀藉由巧妙的結合便能成

為一幅幅美麗、鼓舞人心的作品，十分奇妙呢！ 

教師評價分

析 
畫面中大致分成三各較大的焦點畫面，多以大色塊為主，明朗

的色調，入細小的連續的曲線條增加畫面的質感，能善用粉彩

的特性，讓畫面多了很細微的層次變化，色彩在強烈鮮豔中求

調和。畫面中顯出生動活潑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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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05 

學生作品 

學生基本資

料 

男生 14 歲。學業成績良好，父親是化學公司總經理，母親為家

管，多才多藝，個性活潑、人際關係佳，對自我要求很高。 

作品代號 A-04 

學生年級 八年級 

作詞或

作曲者 

Avril Lavigne 

媒材 水彩、廣告

顏料 

曲目 What the Hell-Avril Lavigne 

第一層描述 我喜歡這首歌是因為它的節奏快速，曲子的曲

調非常活潑輕鬆，一聽就能讓人感到心情愉

悅，我覺得曲子也寫的很好聽，很容易馬上令

人喜歡它，希望老師也能喜歡它。 

學生自我說

明創作過程 

第二層分析 為了使畫面能夠呈現曲調的活潑，我使用許多

的交錯的線條，並且運用鮮豔的七彩色調呈現

曲調活潑熱情的畫面。並且善用老師教的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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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及造型創意延伸的方法，從造型中找造

型，細膩的呈現我所聽到的音符，並且把聽到

的轉換成線條、點、面、形狀，畫面中包括圓

形、弧圓形、連續短線、不規則塊面….等 

第三層解釋 剛開始不太能知道要從哪裡下手，但當靈感來

了之後，就越來越順手，我覺的抽象藝術較印

象派難畫許多，因為我門必須用各種點、線、

面，做情感的轉換，來彰顯曲子或作者要帶給

大家意境，經過這次的課程後，讓我們能夠更

加清楚地了解抽象派代表畫家其創作精神。 

    謝謝老師能夠給予我們如此特別的的課

程，讓我們不但能夠充實知識，也能夠自己練

習化抽象畫，讓我們體驗不一樣的藝術之旅。 

教師評價分

析 
受到音樂的摧媒，整個畫面充滿了韻律感，大量運用交錯的

曲折圓弧線，及明朗鮮豔的色調充分表現出強烈、振動的韻

律，像樂曲裡的奏鳴，把音符旋律一個個拋擲，流動著濃郁

的色彩在多變的線條之中，任性的寫出心底歡樂的景象，對

比的、豐富的色彩，與粗細不同線條描述聽音樂之後的感受。

很棒的創作，老師也被你感染到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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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06 

 

學生作品 

 

學生基本資

料 

女生 13 歲。是一位資優生，聰穎謙虛，乖巧懂事，有禮貌守

紀負責，非常能思考問題，學業成績優秀。父親是一位律師，

母為法務部的主任。父母非常開明，對子女教育很關心。 

作品代號 B-06 

學生年級 八年級 

作詞或

作曲者 

孟德爾頌 

媒材 水彩、廣告

顏料 

曲目 威尼斯船歌 

第一層描述 『威尼斯船歌』的曲調浪漫，帶著濃厚的義大利

色彩，透過一個個悠揚的音符我彷彿看見了威尼

斯縱橫交錯的運河，聽見搖獎人豪邁的歌聲樂音

逐漸轉弱船隻漸行漸遠建築物的倒影在河面盪

漾一層薄霧隱約透露著水都的悠久歷史。 

學生自我說

明創作過程 

第二層分析 這首歌裡充滿了河水深沉的藍波光粼粼的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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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得到船隻的左右擺動我用曲折的線條及豐

富的色彩畫出我所聽到的威尼斯。 

第三層解釋 將音符幻化成線條讓心中澎湃的情感呈現在紙

上，這份體驗很棒、很特別，我發現我的感受力

被喚起了，聽到更多的細節，我鑑賞到了，感謝

老師。 

教師評價分

析 
該生心思細膩，整幅色調優美，造型柔和多變，畫面層次有細

緻的變化，曲折的線條及豐富的色彩畫出學生聽到的威尼斯。

樂曲裡洋溢大自然生命樂章，以淺淺的色調變化來強調其生命

中的節奏。喚起豐富的共感覺，心靈深處浮現著似幻似真的意

象，及散發出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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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綜合討論 

    本節擬針對問卷調查之分析結果，以及實施康丁斯基「抽象藝術課

程」教學後，學生作品分析之結果進行綜合討論，同時回應本研究第一

章之相關研究問題。 

一、「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視覺藝術課程」之教學成效 

  本研究擬依問卷調查之分析結果，歸納出以下四點結論： 

  (一)提高學生之學習意願與興趣 

    藉由培養「專注力」、「喜好度」及「配合度」等三方面著手，可

逐漸改善學生缺乏主動學習、主動找尋資料及同儕間互助學習之

問題點，同時增進師生之課堂互動關係，營造良好的教學環境。 

  (二)提升學生美術之技巧 

    藉由學習「構圖能力」及「色彩表現能力」等二方面著手，尤其

針對學生較為不足之技巧部份(如：塗色技巧、空間層次的表現、

感受造型符號魅力…等)加以輔導並自我訓練，使學生之美術技巧

皆能達到一定之水平，降低學習成效之差距。 

  (三)增進學生多元藝術與創新思考能力 

       藉由提升「鑑賞力」及鼓勵學生勇於「創作發表」等二方面著手，

可將學生普遍缺乏「賞析抽象藝術」的能力予以強化。另透過作

品發表之方式，鼓勵學生勇於表達自己對藝術的看法，無形中亦

增進其創新思考的能力。 

  (四)改善對藝能科學習之看法，瞭解學術科並重之概念 

       藉由多樣化的「教學課程單元」安排，並引導學生「體會視覺藝

術之意義」等兩方面著手，避免在升學主義下，弱化了術科的發

展。透過激發學生對課程學習之興趣與熱忱，讓家長能逐漸認同

學術科學習並重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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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用「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進行創作之學生作品分析 

本研究擬依學生創作之作品分析結果，歸納出以下四點結論： 

(一)在鑑賞作品的過程中，學生能充分利用鑑賞四步驟，並透過理性

的評判與感性的美感進行分析，並實際提昇其藝術鑑賞能力。  

(二)透過點、線、面及簡單的幾何圖形之變化，表現出美的形式原理

及原則，同時藉由向同儕發表自己作品的過程中，進一步能鼓舞

學生分享作品的勇氣和視野的開拓。 

(三)經由課程單元的實際體驗，學生所創作之作品更能將點、線、色

彩、塊面、形體等作完整的結合，除了將內在無形的心象轉化為

外在有形的形體，大幅提升美術的技巧並增進學習的成就感。 

(四)為將音樂、表演及視覺藝術三科進行統整，讓老師發揮各自的專

業並使教學課程能更加深入，藉由團隊合作及協同教學是非常好

的方式，除了清楚體會到藝術是可以感通的，藝術是可以互相交

流及流動的，分享越多，課程的內涵愈豐富，課程的架構也愈扎

實，進而達到實際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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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係針對在升學主義之影響下，學生逐漸對藝術創作失去自信、

興趣及主動學習的動力之情形，以「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為主題之

課程設計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提升現階段國中生對於藝

術學習之動機，並激發多元之藝術思考及創新能力。經文獻探討與現行課

程進行關聯後，規劃設計課程並進行實驗教學，最後透過研究自編的「康

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問卷」、「康丁斯基

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作品分析表」、「康丁斯

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學生自評表」等研究工

具進行問卷調查與作品分析。本章旨在根據分析結果歸納出研究結論，並

提出相關之研究建議，俾供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係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問題，予以歸納前述各章節之分析與

教學實驗結果後，獲致結論如下： 

藉由「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融入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課程

與九年一貫課程之藝術與人文領域理念不謀而合，能提升學生學習之興

趣，對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也有正面之影響。 

（一）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包含音樂、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等，並以

「統整」為課程發展與教學計畫的原則。因此，應用「康丁斯基的

抽象藝術」課程設計，能將音樂、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連結，確有

其統整概念，除打破過去各課程區隔分明的單科訓練外，對於朝向

更具展延性的領域教學上，確實能符合此需求。 

（二）「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課程設計將音樂、視覺與表演藝術結合，

思維是開放、動態多變、多向的，而非單向、固態的。將這些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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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象化，轉換成個人的視覺語言，自然使學生產生多樣化結果，進

而引起學生學習意願與興趣。 

（三）「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之課程，對於將音樂的感覺導入視覺藝術

創作，具有生理與心理的基礎，可讓學生將節奏中的輕、重、快、

慢、熱情、平緩、高昂的情緒，轉換視覺符號及表情，培養學生藝

術感覺與感知，同時對「感覺」、「想像」、「直覺」有釋放的空間，

並著重於創造記號與學生象徵的世界，邁入「內在精神」之實質體

會。而從學生回饋的問卷發現，學生在聆聽音樂並試圖轉換成視覺

符號的過程中，更能享受音樂在心理、生理上產生共鳴的美好關

係，而且對學生的學習有極大的吸引力，進而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

興趣與動力，因此對於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有很大正面之助

益。 

採用「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導入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課

程，能降低學生創作時的挫折感，並提升學生之美術技巧，進而改善現行

教學困境。 

（一）在學生遇到創作瓶頸時，可提供比較實驗性的創作方式，多設計一

些能產生多元結果視覺思考的遊戲，學生較不會有創作壓力。而「康

丁斯基的抽象藝術」之課程，是利用七個多樣化的教學設計，結合

視覺藝術、音樂、文學，有詩有畫、有畫有樂的天地，讓學生學嘗

試多元化的媒材，並以彈性和包容心給予廣大的發展空間，讓學生

自由吸收；同時鼓勵學生去思考、實驗不同的新方向，甚至去嘗試

自己所不知道，或是沒有嘗試過的事情，讓學生在藝術天地裡自在

地放鬆思緒，調整學習腳步，進而累積學習動力，因而可改善了現

行之教學困境，同時提升學生學習視覺藝術之能力。 

（二）一般人錯誤觀念，畫的寫實代表有藝術天份，學生也常常以畫的寫

不寫實來斷定美術學習的程度，因此常遭受挫敗的經驗。此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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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發現，正因為抽象藝術看不出是什麼，反倒給學生更豐富的想像

空間，能降低學生的挫折感，而且答案沒有絕對的對或錯，使學生

更加勇於發表及大膽嘗試。因此每一個學生都能依照個人的思考模

式，在藝術中發現自己的獨特之處，進而產生自信心，找到適合自

己的理解模式，增加自信心後，有助於其他學習的進步。 

（三）「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之課程，不以描繪具體物象為目標，利用

抽象畫來訓練學生。讓學生由基礎點、線、面、色彩，塊面、形體、

構成來傳達各種內在情緒的運用開始，進入到色調、明暗層次的變

化，強調從內心真實、自然地表達自己，逐漸從自發轉化為自覺。

感受造型中所潛藏的符號魅力與特質，進而發展出個人色彩意識，

富有感情的線條、展現無限寬廣的想像及造形創造力的發展，因此

視覺藝術能力也因而提高，有助於提升學生之美術技巧。 

應用「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實施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課

程，符合青少年時期繪畫發展階段，更能擴展學習視野，增進學生多元藝

術與創新思考能力。 

(一)青少年時期繪畫發展階段，由於感受情感與思想能力之發展，對他

人內在經驗產生新的看法與共鳴，題材或技巧不再是作品好壞的評

判標準，是否引發內心情感的共鳴與作品本身之獨特性，更為重

要。本課程設計則朝向採「開放式」之教學，著重於學生個別差異，

尊重每個學生的答案，讓學生專注在特定藝術思考上而不囿於單一

結果的創作，學生可由多重的方式來切入主題，並獲得多重的結果

或解釋，讓學生知道藝術不是只有唯一的答案，更能依學生繪畫發

展階段之實際，擴展學習視野。 

(二)創新、創造是藝術最高境界，「好奇」與「喜新厭舊」也是人類

普遍具有的審美心理。「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課程係專注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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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學生多元的創作概念，並以「鑑賞導向創作」的創意教學，另

一個重要目標是訓練感官功能，如：聽覺、視覺、肢體等創作基

礎，對於一般的感覺，可以說是奇想，所以表現出來的作品，是

新奇、獨特的，能獲得新鮮奇特之審美感受。而學生透過美學的

實際體驗，培養無中生有的開創能力，深入到內在知覺的『感』，

甚至看見其看不見的部分，最後轉化成為生命存在的精微之美，

提升學生學習視覺藝術之鑑賞能力；同時結合各種藝術觀察之技

巧，增進學生多元藝術與創新思考能力，兼顧活化教學之內容。

故整體課程規劃有其教育之意義與價值。 

(三)「想像」是將自我體驗分解，重新組合再構成新的「心理歷程」，

「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課程是也一種以審美對象為基礎，情感主

觀且自由抒發的想像活動，不是直接的表達，而是曲折的聯想，在

想像中悠遊，無拘無束、自由靈活運用，並從造形創造活動過程中

得到樂趣，同時在想像中不斷的進行造形能力。故教師充分運用其

理論進行教學，可以引發學生豐富的聯想，加強審美的層次與深

度，激發學生靈活的思維，培養多層次的美感及開發高度的創造

性，提升學生多元創新思考能力，在美術學習上有其意義與價值。 

透過融入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獲得學生高度的認同，尤其對視覺

藝術與音樂教學有深刻啟示，改變學生對藝能科學習之看法，並了解學習

藝術的重要性。 

(一)在鼓勵青少年創作時，用創作來啟發其視覺感受，並不見得要從嚴

肅的藝術創作著手，可以結合學生生活經驗。本課程的設計，以現

實中學生喜歡的流行音樂或偶像團體引發學習動機，從學生喜好的

事物為出發點，贏得學生的好感及高度認同，故學生願意主動找資

料與嘗試，從中激發其學習熱情，改變學習態度，進而達到能夠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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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的目的，在煩悶的求學過程中，陶冶學生心情。對視覺藝術與

音樂教學有深刻啟示，在學習成效上有很大的助益。 

(二)表現的慾望是每個人的本質，因為每個人都必須要被了解，可藉由

創作將個人的情緒釋放出來，藉以得到他人的認同，所以課程進行

中，指導者的角度對於學生有許多難以言喻的影響，營造一個安全

沒有壓力的情境，給於學生足夠的空間去探索，並且尊重每位學生

都是獨立的個體，也有不同的生命經驗，及接納各種不同聲音，以

彈性和包容心給予學生廣大的發展，股利成長的角度欣賞她們的創

作。這些觀念是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努力實踐的，這樣才能有

助於長久保有她們對藝術的熱愛。學生體認到個人參與的重要性，

讓藝術課程成功引起學生的參與感，也因而改變了學生對於學習視

覺藝術的態度與看法。 

(三)青少年面對的不只是生理上的改變，在心智上也逐漸面臨到被大人視為

成年人來看待，但內心深處仍多停留於兒童時期，此時藝術就可成為藉

以紓解不滿和疑惑的管道。而「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之課程，著重引

導學生將創作成為自我發現的過程，通過點、線、色彩、塊面、形體、

構圖來傳達音樂或各種情緒，深入看到自己內心的世界，諸如：恐懼、

幽默、悲傷、沮喪、愉樂、幸福，與他們產生一種溝通，如同音樂之旋

律直接訴諸心靈，色彩與形式也能構成表達情緒之語言。許多的感受和

心理經驗，難以用語言表達貼切，透過藝術創作所牽動到許多感官反應，

心靈可以自由表達其感受，達到內心與情緒上的撫慰與修復，幫助學生

釋放情感與種種壓力，也是一種跟內在自我相處的能力，因而讓學生了

解學習藝術的重要性，也改變了學生對藝能科學習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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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根據上節之研究結論，擬針對教師、課程設計及未來研究等三個面

向，提出以下之建議，供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一、對於教師方面的建議 

（一）在強化升學主義的影響下，藝術教育在國內普遍不受重視，長期以

來，在著重智育的大環境裡，藝術教育通常被流放。一般人認為：

「主科」是重要的，是保障未來飯碗的科目；「副科」對升學而言，

是可有可無的科目。因此，在升學考試主宰教育之下，分數變成教

育唯一的目標。殊不知為了考上好的學校，損失的可能不只是埋沒

學生某方面未來性向的可能性。因此要改變大環境的觀念，倒不如

從藝術教育工作者自身做起，潛移默化地引導學生改變心態，使其

樂於學習，進而主動學習與追求藝術與文化之內涵。 

（二）肯定創新教學的價值，期許在日後教學上更精益求精，並仔細將教

學中值得分享之過程與內容、策略整理出來，一來可以進行「省思

成長」，一來可作「教學檔案」之整理，亦可提供日後參考修正用

途並提供分享，勉勵自己在教學能更上一層樓並開發新教材。 

（三）充實相關知能，對主題的探索仍待繼續努力，而在音樂素養與共感 

覺特質上亦需投入更多時間去探討，特別是各學科的組成要項，

如點線面色彩與音色音量節奏關係…等，因為跨領域教學，加上

每位老師都有所屬專業知能，多利用討論時間進行教學省思、交

換教學心得，協調教師專長並實施協同教學，才能發揮教學團隊

最大之功效。 

（四）所謂「教學相長」，在實際教學後總是收穫良多，可以藉由教師與

學生的相處與互動中得到驗證。而每位學生都蘊藏不可限量之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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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待老師去發掘、賞識，學生也會因為教師之賞識，而有意想

不到的成就與改變。學生的那份天真與熱情，必會是一位從事教育

工作者持續維持教學熱忱的一股隱藏之助力！ 

二、對於課程設計方面的建議 

（一）「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課程設計，是音樂與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之基本概念與知識整合，推廣跨領域合作之教學概念，整合各類藝

術之基本概念，將能大幅提升教學效率。 

（二）「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課程設計是自編的統整教材，從課程設計、

教材編選、教學活動、教學評量上，著重學生的多元化學習，同時

重視同儕學習之效能，期能透過主體性、實踐性、統整性、多元性

與建構式學習，促進學生對藝術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三）多元化的視覺教學策略，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如：故事或詩、

聯想、探索、遊戲、鑑賞、合作學習、多媒體影音…等，取代傳統

教學模式，更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同時會有較佳之學習成效。 

（四）評量方式多元，能讓學生創作的方式及工具有更大的揮灑空間，並

且強調全面性的分享。學生投入創作之目的不在於給老師打分數，

而是在分享所得的樂趣。平凡的作品透過老師用心的點化及同儕間

的讚美，更是激勵學生正向積極嚮往之學習心態。 

三、未來研究方向  

（一）研究內容  

受升學主義影響，藝術課程邊緣化，身為美感教育工作者，更要用

心致力於「美感教育」，因此更需要許多第一線的藝術教師，投入

相關的研究，俾使藝術基礎教學更趨完善。讓每一位踏入校門的學

生能呼吸到藝術的氣氛。藉由開發學生多元智慧與潛能，讓學生能

各取所需、適性發展，最終目標在陶冶完美的人格。本研究以「康

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為理論基礎，建構音樂統整課程，僅探究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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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文中視覺、音樂藝術之感通，以尋求現行制度下較佳之視覺教

學模式，亦獲得具體之成效。建議後續研究者未來可擴充其研究範

圍，探究視覺與自然、視覺與社會或語文等領域之感通，除討論學

生視覺能力之培養及學習態度之提升外，亦可探究其他行為（如：

語文、人際、情緒）之學習與發展，並做更深入、完整之探討。除

此之外將研發更多藝術創新課程如：解放的後現代藝術思潮、校園裝

置藝術…等。一方面可以嘉惠學生，一方面也是督促自我不斷成

長，希望能真正落實藝術教學的扎根。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了教學方便，僅以研究者任教之私立學校的學生為研究對

象，因此實驗研究結果無法推論，僅提供其他教學者、研究者參考

之用。未來研究如能增加實驗班級或擴展至公立學校，則研究成果

將更有價值。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專家初複評問卷」、「作品分析表」「學習成果評量」

等工具，皆依研究需要自行編製，未來研究期能增加研究工具，俾

增進研究結果之客觀性。後續研究者如能進行個別觀察或增加其他

評量方式，應能降低研究誤差，並獲得更精確之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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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專家效度調查問卷專家效度調查問卷專家效度調查問卷專家效度調查問卷】】】】 

 

 

 

 

 

 

 

 

 

 

 

【 研究簡介】 

一、 研究主題：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 

二、 研究目的與問題： 

    在升學主義的影響下，學童囿於社會競爭力與環境的壓力，常漠視美術教育

的發展，視美術課為是一門「術科」或是「閒暇行樂」的課程，認為美術是需要

天份與興趣的學科，逐漸對藝術創作失去自信、興趣及主動學習的動力，學生也

因此對於美的事物所能自動產生的反應力逐漸疲乏。本研究旨在探討以「康丁斯

基的抽象藝術理論」為主題之課程設計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俾

提升現階段國中生對於藝術學習之動機，並激發多元之藝術思考及創新能力。 

（1） 問題一、探討以「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實施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

學課程之學習成效？  

（2） 問題二、探討「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導入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

之課程設計，對於提升學生美術技巧之影響為何？  

（3） 問題三、探討如何應用「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設計國民中學視覺

藝術教學課程，以激發學生多元之藝術與創新思考能力？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首先感謝您百忙中撥冗填答，本問卷係研究有關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

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評估。 
    希冀藉您在此研究領域之成就與威望，懇請惠示卓見，以建立專家效

度，讓本研究在理論與實務上更臻完備。對於您所提供之寶貴意見，僅供

本研究問卷之修正用途，在此感謝您的協助，對於您竭力協助填答致上最

深之敬意。 
敬祝 
  教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教學在職碩士班 

指導教授：林仁傑教授 

研究生：林戎芳 敬上 

                     連絡電話：0920524025 

電子郵件：j0038@tea.chjhs.tp.edu.tw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    



 172 

三、問卷編製流程 

 

                                             

 

 

 

 

 

 

 

 

 

 

 

 

 

 

 

 

 

 

 

 

 

 

 

四、專家效度調查問卷填答說明 

    請您參照本【研究簡介】，就【問卷初稿】內容之贊同度，分別就該問題

以「非常贊同」、「贊同」、「普通」、「不贊同」、「非常不贊同」等選項

勾選，藉以表達您對於此問題之看法；如有修正之建議，請於各題之意見修正

欄中補充您寶貴的意見，敬請不吝指正。   

 

 

 

 

 

 

 

參考文獻 

自編問卷內容 

專家效度問卷 

預試問卷 

正式問卷 

建立專家效度 

建立問卷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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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初稿初稿初稿初稿】】】】    

    

ㄧㄧㄧㄧ、、、、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非常贊同、贊同、普通、不贊同、非常不贊同中打「ˇ」 )   

項
目 
 

問題內容 
 

非 
常 
贊
同 
 

贊
同 

普 
通 
 

不 
贊
同 
 

非 
常 
不 
贊
同 

性

別 

1.□ 男 □ 女  

修正意見：                                        

     

年

級 

2.□八年級  

修正意見：                                    

     

二二二二、、、、問卷內容問卷內容問卷內容問卷內容：授課後，對於學生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學習成效的提升，共分下列面向【問答選項(共

五等級)－非常贊同、贊同、普通、不贊同、非常不贊同中打「ˇ」)】 

項
目 
 

 

問題內容 
 

非
常
贊
同 
 

贊
同 
 

普 
通
  
 

不 
贊
同 
 
 

非 
常 
不 
贊
同 

1.教學活動設計能引起我的注意，並且願意持續

地學習。 

修正意見：                                

                                          

     

專

注

力 
2.能夠主動參與教學活動，並於課後具體說出真

實的感受。 

修正意見：                                

                                          

     

3.在教學活動中，我學習到了仔細聆聽，感受音

樂與畫面的關係。 

修正意見：                                

                                          

     

喜

好

度 
4.在教學活動中，我能主動找尋資料，沉浸於藝

術創作中並從中得到滿足。 

修正意見：                                

                                          

     

5.從教學活動中，對於老師用心的課程安排及活

動設計，我很願意配合與學習。 

修正意見：                                

                                          

     

學

習

內

容 

學

習

意

願

提

升 

 

配

合

度 6.在分組活動中，我體會到同儕互助學習的優

點，也讓自己有了更寬廣的想法與表現。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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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問題內容 
 

非
常
贊
同 
 

贊
同 
 

普 
通
  
 

不 
贊
同 
 
 

非 
常 
不 
贊
同 

7. 在教學過程及創作作品時，我能感受及理解到

「點、線、面」的造型要素在仔細分解中所潛藏

的符號魅力及特性。 

修正意見：                                

                                          

     

8. 在創作作品時，我會運用課程中所學到點、

線、面及構圖概念去創作作品。 

修正意見：                                

                                          

     

9.我創作的作品，我會明確安排空間層次表現與

變化運用在作品當中。 

修正意見：                                     

                                          

     

構

圖

能

力 

10.在創作作品過程中，我會透過點、線、色彩、

塊面、形體來構成，將內在無形的心象，發展為

外在有形的實體，從中提升了我的造型創造的能

力。 

修正意見：                                     

                                          

     

11.我了解了配色的原理，靈活呈現於圖像中。  

修正意見：                                

                                            

     

12.從創作作品中，對於調色的運用上，能得心應

手調出自己想要的顏色。 

修正意見：                                

                                          

     

13.從創作作品中，對於塗色的技巧，我能掌握水

分並均勻平塗顏色。 

修正意見：                               

                                          

     

14. 從創作作品中，對於色彩明暗層次的運用，

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及表現。 

修正意見：                                

                                          

     

學

習

內

容 

美

術

技

巧

提

升 

色

彩

表

現

能

力 

15.從創作作品中，我能發展出個人的色彩意識，

表現冨有感情的色彩。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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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問題內容 
 

非
常
贊
同 
 

贊
同 
 

普 
通
  
 

不 
贊
同 
 
 

非 
常 
不 
贊
同 

16.從教學課程中，我學會如何賞析抽象藝術，並

且提升對抽象藝術的興趣。 

修正意見：                               

                                          

     鑑

賞

力 

17.上完此一系列單元課程後，我對多元的藝術創

作及欣賞更具有包容力及接納性，更懂得用不同

角度去鑑賞不同的藝術表現方式。 

修正意見：                               

                                          

     

18.從創作作品中，我能真正感受到音樂與畫面

的關係，並且運用美術技巧創作出來，並說出個

人的感受與見解。 

修正意見：                                

                                                

     

學

習

內

容 

多

元

之

藝

術

思

考

及

創

新

能

力

提

升 

創

作

發

表 

19.在教學課程及創作作品的過程中，能不斷激

發我內在的感受力及想像力，提升了我創造思維

及自我實踐的機會。 

修正意見：                                

                                          

     

20.我喜歡老師在教學單元上的安排，並且期待
下一次美術課。 
修正意見：                                

     

21.在活動過程中，我有體會到視覺藝術學習的
重要性及意義。 
修正意見：                                
                                               

     

22.我願意多花時間在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學習，
並獲得父母充分的支持。 
修正意見：                                
                                                     

     

23.對於課後作業，我會認真的練習，並期待得
到較好的成績及師長的肯定。 
修正意見：                                 
                                          

     

 學

、

術

科

並

重

概

念

提

升 

 

24.藝術與人文的課程教學，對於舒緩升學的壓
力具有非常大的幫助。 
修正意見：                                
                                          

     

 

關於本問卷初稿尚有其他建議：                                                   

                                                謝謝您的協助！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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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應用於國民中學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ㄧㄧㄧㄧ、、、、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非常贊同、贊同、普通、不贊同、非常不贊同中打「ˇ」 )   

項
目 
 

問題內容 
 

非 
常 
贊
同 
 

贊
同 

普 
通 
 

不 
贊
同 
 

非 
常 
不 
贊
同 

性
別 

1.□ 男 □ 女       

年
級 

2.□八年級       

    

二二二二、、、、問卷內容問卷內容問卷內容問卷內容：對於學生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學習成效的提升，共分下列面向【問答選項(共五等級)

－非常贊同、贊同、普通、不贊同、非常不贊同中打「ˇ」)】 

項
目 
 

 

問題內容 
 

非
常
贊
同 
 

贊
同 
 

普 
通
  
 

不 
贊
同 
 
 

非 
常 
不 
贊
同 

1.教學活動設計能引起我的注意，並且願意持續
地學習。 

     

專

注

力 
2.能夠主動參與教學活動，並於課後具體說出真
實的感受。 

     

3.在教學活動中，我學習到了仔細聆聽，感受音
樂與畫面的關係。 

     

喜

好

度 
4.在教學活動中，我能主動找尋資料，沉浸於藝
術創作中並從中得到滿足。 

     

5.從教學活動中，對於老師用心的課程安排及活
動設計，我很願意配合與學習。 

     

學

習

內

容 

學

習

意

願

提

升 

 

配

合

度 
6.在分組活動中，我體會到同儕互助學習的優
點，也讓自己有了更寬廣的想法與表現。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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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問題內容 

 

非
常
贊
同 

 

贊
同 

 

普 

通 

 

不 

贊
同 

 

 

非 

常 

不 

贊 

同 

7. 在教學過程及創作作品時，我能感受及理解到

「點、線、面」的造型要素在仔細分解中所潛藏

的符號魅力及特性。 

     

8. 在創作作品時，我會運用課程中所學到點、

線、面及構圖概念去創作作品。 
     

9.我創作的作品，我會明確安排空間層次表現與

變化運用在作品當中。 
     

構

圖

能

力 

10.在創作作品過程中，我會透過點、線、色彩、

塊面、形體來構成，將內在無形的心象，發展為

外在有形的實體，從中提升了我的造型創造的能

力。 

     

11.我了解了配色的原理，靈活呈現於圖像中。      

12.從創作作品中，對於調色的運用上，能得心應

手調出自己想要的顏色。 
     

13.從創作作品中，對於塗色的技巧，我能掌握水

分並均勻平塗顏色。 
     

14. 從創作作品中，對於色彩明暗層次的運用，

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及表現。 
     

學

習

內

容 

美

術

技

巧

提

升 

色

彩

表

現

能

力 

15.從創作作品中，我能發展出個人的色彩意識，

表現冨有感情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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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問題內容 

 

非
常
贊
同 

 

贊
同 

 

普 

通 

 

不 

贊
同 

 

 

非 

常 

不 

贊 

同 

16.從教學課程中，我學會如何賞析抽象藝術，並

且提升對抽象藝術的興趣。 

     鑑

賞

力 

17.上完此一系列單元課程後，我對多元的藝術創

作及欣賞更具有包容力及接納性，更懂得用不同

角度去鑑賞不同的藝術表現方式。 

     

18.從創作作品中，我能真正感受到音樂與畫面

的關係，並且運用美術技巧創作出來，並說出個

人的感受與見解。 

     

學

習

內

容 

多

元

之

藝

術

思

考

及

創

新

能

力

提

升 

創

作

發

表 

19.在教學課程及創作作品的過程中，能不斷激

發我內在的感受力及想像力，提升了我創造思維

及自我實踐的機會。 

     

20.我喜歡老師在教學單元上的安排，並且期待
下一次美術課。 

     

21.在活動過程中，我有體會到視覺藝術學習的
重要性及意義。 

     

22.我願意多花時間在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學習，
並獲得父母充分的支持。 

     

23.對於課後作業，我會認真的練習，並期待得
到較好的成績及師長的肯定。 

     

 學

、

術

科

並

重

概

念

提

升 

 

24.藝術與人文的課程教學，對於舒緩升學的壓
力具有非常大的幫助。 

     

 

關於本問卷初稿尚有其他建議：                                                   

                                                謝謝您的協助！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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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三之一三之一三之一三之一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認識抽象畫畫家認識抽象畫畫家認識抽象畫畫家認識抽象畫畫家－－－－康丁斯基康丁斯基康丁斯基康丁斯基」」」」    

    

一一一一、、、、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領域 藝術與人文 教學時間 共 2 節 （共 90 分鐘） 

單元名稱 認識抽象畫畫家~康丁斯基 教學設計者 林戎芳 

教學對象 八年級 教學特質 認知、鑑賞 

教學資源 1.老師：學習單、回饋單、單槍投影機、筆記型電腦、教學簡報、螢幕、

數位相機、CD、康丁斯基抽象畫作品圖卡、相關書籍。 

2.學生：收集康丁斯基相關書籍 

學生學習

條件 

1.能協調比較，進行抽象思考、觀察力、想像力。 

2.資料收集。 

教學目標 

 

1.能鼓勵國中學生鑑賞西洋名畫，並能從作品裡領會出美的意義。 

2.能了解二十世紀抽象繪畫概況。 

3.能認識抽象繪畫風格特徵及精神。 

4.能認識康丁斯基背景知識及繪畫的影響。 

5.能認識康丁斯基畫作的內涵。 

6.能發展對美術批評所需的術語，培養視覺的感知與敏感能力。 

7.能瞭解傳統繪畫與抽象繪畫的差別。 

8.能了解康丁斯基抽象繪畫形式與精神，認識畫面與音樂的關連性，欣

賞線條、造形、色彩之美。 

9.能鼓勵學生事前收集康丁斯基相關資料，能對抽象大師有基本的認識。 

10.能從導賞作品中，學習欣賞康丁斯基「抽象畫風格」作品，並能以適

當的藝術語言描述、分析、詮釋、判斷討論作品中線條、造形、色彩

之美及價值意義。 

11.能學習如何鑑賞抽象藝術作品，訓練學生表達對藝術的看法。 

探索與

表現 

1-4-1 瞭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審美與

理解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

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分段能力

指標 

 

實踐與

應用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劃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

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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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十大基

本能力之

結合 

1.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欣賞、表現與創新。 

3.表達、溝通與分享。 

4.運用科技與資訊。 

5.主動探索與研究。 

6.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7.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教學策略 引導、鑑賞教學、討論、問答發表、合作學習、記錄分享 

教學評量  討論、問答、學習態度、發表、參與、資料收集、報告、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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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    

時間 教學流程 預期成果 教學評量 

10 分 

 

 

 

 

 

 

 

 

3 分 

 

 

 

 

 

 

20 分 

 

 

 

 

22 分 

 

 

一、引起動機與興趣 

(一)美術教室布置：上課前一兩週，先公告下一

個單元課程安排及康丁斯基的俄文名字

Wassily Kandinsky，並張貼一些康丁斯基的畫

作圖片，引起學生主動去探索的動機與興趣。 

(二)老師課堂提問讓學生思考兩個問題，下週上

課時討論： 

1.你曾經看過抽象藝術嗎？喜歡？不喜歡？ 

2.你對抽象藝術的看法？ 

二、指導康丁斯基資料收集與閱讀 

(一)以分組方式，請學生找尋與康丁斯基相關的

資料。可藉由教師指導學生學習運用圖書、

網路、美術館藝文資訊、報章雜誌等方式收

集有關康丁斯基資料。 

(二)指導學生進行資料收集後的閱讀與記錄重點

的方法，並於教室展示優良資料分享。 

三、鑑賞高手 

(一)口頭報告：學生分享所收集資料 

1.鼓勵各組學生發表分享。 

2.欣賞其他組別所找尋的資料，並能接納每

組同學的看法。 

(二)鑑賞教學「康丁斯基」簡報 

1.教師透過事先做好的 power point 簡報進

行欣賞教學。 

2.簡報內容： 

。抽象藝術的定義 

。抽象藝術的興起與背景 

。「抽象」是「具象」的相對概念 

。「康丁斯基」畫家生平和作品欣賞 

。抽象繪畫的發展趨勢：幾何抽象（冷抽

象…）、抒情抽象（熱抽象）。 

3.學習單撰寫：簡報說明時請學生撰寫學習

單，把重要概念寫下，增加學生專注力，

並且可了解學生學習的狀況及反應。 

第一節課結束第一節課結束第一節課結束第一節課結束    

1.說明課程設

計的目的及

上課前學習

的態度 

2.能引起學習

動機，思索

課程關鍵的

概念。 

3.能主動探索

認識抽象藝

術的內涵。 

4.能了解如何

搜尋資料的

方法。 

 

1. 察覺蒐

集 

2. 知識內

化 

3. 文字描

述 

4. 討論發

表 

5. 審美評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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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學流程 預期成果 教學評量 

15 分 

 

 

 

 

 

 

 

 

 

 

 

 

 

 

 

 

 

 

 

 

 

 

 

 

 

 

 

 

 

 

 

 

 

 

 

(三)多樣的鑑賞教學探索活動 

1.抽象與寫實風格不同的作品欣賞與比較：

找幾幅寫實風格作品與抽象作品相互比

較，引導學生觀賞抽象與寫實作品不同表

現，討論有何感覺？ 

2.運用鑑賞藝術的四個步驟來欣賞： 

。藝術鑑賞不僅止於對一般的藝術作品加

以欣賞，更須進一步有賞析、了解等鑑

別的活動，引導同學在觀賞作品時融合

藝術批評、藝術史、美學的觀念。 

。我們在鑑賞品的過程，透過感性的美感

關注及理性的批評分析，使自己獲得鑑

賞作品的能力，享受藝術作品所傳達出

的情感意念及經驗，提昇個人獨特的品

味，進而體會視覺世界的多樣性。  

。由描述、分析、詮釋、判斷等程序來討

論藝術品， 培養視覺的感知與敏感能

力，體驗作品的美感現及了解作品的意

義，並做個人的判斷。 

。康丁斯基抽象畫觀察：欣賞康丁斯基較

代表性的作品，教師運用提問問題來指

導學生，如第一眼看到作品首先你看到

什麼？你發現什麼？你對作品感覺如

何？讓學生想想後鼓勵發表！刺激學生

想像力與感受發表能力。 

。康丁斯基抽象 3D 立體動畫欣賞與美的 

原理的應用：教師在整個鑑賞教學活動

中引導學生去觀察與發現外，運用深入

淺出方式，分析康丁斯基作品中常出現

的抽象的幾何造形應用，運用康丁斯基

抽象 3D 立體動畫欣賞引導如何觀察體

驗畫面上「視覺節奏」的變化應用，如

1.能清楚了

解簡報的

內容 

2.能完成學

習單與自

我評量 

3.能清楚運

用藝術鑑

賞四個步

驟：描述 

、分析、

詮釋、判

斷討論作

品 

4.能發展對

美術批評

所需的術

語，培養

視覺的感

知與敏感

能力。 

5.能運用美

的形式原

理欣賞作

品中「視

覺節奏」

的變化及

線條、造

形、色彩

之美 

6.能完成鑑

賞學習單 

1. 察覺蒐

集 

2. 知識內

化 

3. 文字描

述 

4. 討論發

表 

5. 審美評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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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 

 

大小、長短、疏密、重複、重疊、方向、

對比、均衡、、、等美的原理，並且可

請學生上台在作品中指出來，說說看感

覺變化應用後而產生的節奏感！ 

四、小試身手－康丁斯基作品欣賞練習： 

由描述、分析、詮釋、判斷等程序欣賞康丁斯基的兩

幅創作，並且依照老師學習單所引導的題目完成學習

單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課結束節課結束節課結束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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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教學情境教學情境教學情境教學情境    

配合課程進行前，教室先放些

康丁斯基畫冊或張貼一些抽象

畫圖片，引起學生主動去探索

的動機與興趣。 

 

 

環境布置 

 

 

 
 

  

教師運用提問，鼓勵學生上台發表！學生

踴躍上台指出作品的觀察發現。 

口頭報告：學生分享所收集資料 

 

  

課堂提問讓學生思考問題，曾經看過抽象

藝術嗎？ 

鑑賞教學~康丁斯基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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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描述、分析、詮釋、判斷等程序來鑑賞

藝術品，培養視覺的感知與敏感能力， 

康丁斯基抽象 3D 立體動畫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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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        

認識抽象畫認識抽象畫認識抽象畫認識抽象畫家家家家－－－－康丁斯基康丁斯基康丁斯基康丁斯基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林戎芳林戎芳林戎芳林戎芳    

 班級                 座號姓名                  成績                   

一一一一、、、、你曾經看過抽象藝術嗎你曾經看過抽象藝術嗎你曾經看過抽象藝術嗎你曾經看過抽象藝術嗎？？？？喜歡喜歡喜歡喜歡？？？？或不喜歡或不喜歡或不喜歡或不喜歡？？？？    

                                                                         

                                                                         

二二二二、、、、你對抽象藝術你對抽象藝術你對抽象藝術你對抽象藝術的看法的看法的看法的看法？？？？    

                                                                           

                                                                           

三三三三、、、、抽象的定義抽象的定義抽象的定義抽象的定義    

    抽象，是指藝術家將現實自然物象的描寫予以簡化，或者完全抽離的藝術。此種

藝術的美感成份表現在                    、、、、                            、、、、                            的形式組

合或結構之上。        

四四四四、、、、抽象繪畫興起抽象繪畫興起抽象繪畫興起抽象繪畫興起    

                                ，由於                            和                            的影響，以及對奢侈

生活的嚮往，支持了人類心靈上的唯物傾向，藝術家不需要去再現外在的形象，

它們便轉向                、、、、                                            。藝術家努力去超越所謂精確的

描繪，並向發掘與實驗的路推進。藝術裡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描寫自然或任何具體

可視之物，藝術家們擺脫自古希臘以來「模仿說」的基礎，擺脫看待物象的傳統，

嘗試透過                                                。我們習慣將西方                開始的藝術稱為

「「「「                」」」」。回顧藝術史的發展脈絡。 

(一)首先是                            的抽象預感，捕捉瞬間的印象，運用純粹的色彩，不

去留意形的描繪，在形式的革新上成為現代繪畫的發端。 

(二)接著是來自於                            (Post-Impressionism)三位代表人物藝術觀

的影響：                (Paul Cezanne, 1839 - 1906)使單純的線條和色彩有了

堅實的結構、        (Vincent van Gogh,1853 -1890)重視情感與精神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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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                                    (Paul Gauguin, 1848-1903)強調原始藝術的純樸

形態與濃重色調。 

(三)在稍後二十世紀最早的藝術流派中                (Fauvism)、                (Cubism)

的色彩與形式的革命，已具備明顯的抽象傾向，可說是抽象藝術的直接起源。 

(四)     崛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西方美術理論家一向視          

為抽象繪畫之父。 

五五五五、、、、何謂抽象藝術何謂抽象藝術何謂抽象藝術何謂抽象藝術    

    透過沃林格和康丁斯基的觀點，分析抽象繪畫的定義：其一是將                                

                        ；其二是                                                    。廣義而言，即        、、、、            

或                                                                    ，較早時期具象程度高得多。嚴格來說，

則是「「「「                                                    」，也就是不以自然物象為基礎所構成的畫

面。二十世紀抽象藝術主要指後者而言，屬於                                    (或非物象、非

再現)，雖然名之為「抽象」或「純粹抽象」，不過並未涉及由形貌抽取形象的過

程，美感對象也和自然外貌無關，而是指它的                        。。。。    

六六六六、、、、抽象繪畫的發展趨勢抽象繪畫的發展趨勢抽象繪畫的發展趨勢抽象繪畫的發展趨勢：：：：    

抽象繪畫是以     和     為創作的出發點，排斥任何具有象徵性、

文學性、說明性的表現手法，僅將造形和色彩加以綜合、組織在畫面上。因此抽

象繪畫呈現出來的純粹形色， 

有類似於音樂之處。    

﹝一﹞        ﹝﹝﹝﹝或稱冷的抽象或稱冷的抽象或稱冷的抽象或稱冷的抽象﹞﹞﹞﹞：這是以塞尚的理論為出發點，經立體

主義、構成主義、新造形主義 ....，而發展出來。其特色為帶有幾何學的

傾向。這個畫派可以蒙德里安﹝Mondrian﹞為代表。 

﹝二﹞                                ﹝﹝﹝﹝或稱熱的抽象或稱熱的抽象或稱熱的抽象或稱熱的抽象﹞﹞﹞﹞：這是以高更的藝術理念為出發點，經

野獸派、表現主義發展出來，帶有浪漫的傾向。這個畫派可以康丁斯基 

﹝Kandinsky﹞為代表。 

七七七七、、、、關於康丁斯基關於康丁斯基關於康丁斯基關於康丁斯基：：：：    

(一)康丁斯基出生於     ，早年學習了     ，這對於他後來嘗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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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展現在畫布有絕對的影響。他在                時，受到            的啟發，毅然

決定從當                的工作改當畫家。 

(二)二十世紀初，康丁斯基到慕尼黑學習                ，和當時新興的畫風。在 1900 

年到 1910 年這段期間，他四處旅遊，先後去了威尼斯、突尼斯、荷蘭、法

國和俄國，一路吸收印象主義和未來主義的繪畫風格，從此對純粹顏色的力

量有了自己的概念。康丁斯基強調                                                                    ，

他相信通過這種觀念創作，進行心靈與心靈之間交流是可能而且必要的。 

(三)1911 年之後，康丁斯基陸續結識            和   等人一起創立表現主義團

體「「「「            」」」」﹝Blue Rider﹞，並且共同辦畫展，也因為有他們的推動，表

現主義得以盡情的發展。 

(四)到了 20 年代，康丁斯基的作品有很大的改變，由早期的浪漫式幻想轉

為                        。1922 年，他到            ﹝﹝﹝﹝BauhausBauhausBauhausBauhaus﹞﹞﹞﹞設計學院當教員時，正

是他藝術創作的高潮時期。 

(五)康丁斯基對於包浩斯設計學院基礎課程的貢獻有兩方面，包括                    與 

                            。他要求學生設計色彩與形體的單體，然後把這些單體進行

不同的組合，從中                                                            。。。。他的教學是完全抽象

的色彩形體理論開始，然後逐步把這些抽象的內容與具體的設計聯系起來。 

(六)康丁斯基一生畫風複雜多變，作品早期色彩豐富線條從        的臨摹，

到            、、、、            、、、、                ，一直到後來的                    ，後期的創作中，

融合了自己早期直覺式的畫風和後來的幾何圖形風格，這些無疑為他的作品

增添了一種新的理念。他是一位能將色彩與音樂等同起來的畫家，讓人們能

夠「「「「        」」」」繪畫繪畫繪畫繪畫，「，「，「，「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利用形塊及平塗，到最後更發展出                

                            。這些變化與發展過程顯示出                                                。。。。    

(七)康丁斯基(Wassily Wassilievich Kandinsky, 1866-1944)生於莫斯科的一

個中產階級家庭。原先學的是理性思維至上的法律與經濟，三十歲時卻聽從

了自己神祕的「內在需要」，接受了藝術的召喚，決定以繪畫做為終身的事

業。康丁斯基在 1910 年以後轉向抽象繪畫，創作了一系列的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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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以生動的線條、明朗的色彩、表現出音樂般的韻律美。 

(八)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畫家使用了許多            的符號，以及各

種色點、彩色形體進行畫面構成。 

(九)畫家認為色彩與音質可以互相融合，他提出：  

1.喇叭相當於色，而小提琴相當於            色。 

2.笛子、大風琴、低音提琴、管風琴有如              色，而小喇叭、女

中音則有如             色。 

3.軍樂隊令人聯想到      色，至於木管樂器的低音演奏則像是       色。 

(十)畫家明確提出色彩與形態的關係： 

1.橫線表        、豎線表           。 

2.          色表銳角和三角形，           色表直角和四方形，而         

色相當於鈍角和圓形。 

3.康丁斯基之抽象畫以直角、銳角、鈍角、直線、曲線、圈圈等元素所構成，

尤以       是他畫作的主角。「點線面」一書中提到           表現一

種冷靜、抑制的情感，           表現出一種尖銳的、運動感的特性， 

          表現出一種軟弱的無力感。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鑑賞藝術的四個步鑑賞藝術的四個步鑑賞藝術的四個步鑑賞藝術的四個步驟驟驟驟    

藝術鑑賞對專家學者來說，一般會從                、                、                及            

                    、特色等方向著手。每一件藝術品都蘊含有作者的精神世界及想

表達的訊息。形諸於外，卻是錯綜複雜的表現技法或是象徵性手法。所以藝

術鑑賞的學習在於增進對作品的了解，享受欣賞的樂趣，並從中體驗人生的

真諦。 它能幫助我們觀察、體驗出作品的美感。對形式的要素，作品的組織

方式，作品的表現意義等有所認知，並對作品的優劣做                            。  

1.1.1.1.            ：：：：感官可感受到的層面作為描述的起點。描述作品的主題、氣氛、

情感...等，從中發現研究的線索，細察作品為何人在何時、何地所作。    

2.2.2.2.            ：：：：探討作品的材料、技法及色彩、形狀、線條、肌理等造形要素。

分析作品的組織、構成形式要素與原理，並與其他作品比較，發現其風格。    

3.3.3.3.            ：：：：作家的個性、性格、思想、藝術觀等如何反映在作品上。詮釋作

者所傳達的意義、思想與情感，並探討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背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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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與作品的關係。    

4.4.4.4.            ：：：：以所學的知識、概念評價作品，並判定作品或藝術家在藝術史上

的定位。參考專家對此作品的批評與價值判斷。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小試身手小試身手小試身手小試身手~~~~康丁斯基作品欣賞練習康丁斯基作品欣賞練習康丁斯基作品欣賞練習康丁斯基作品欣賞練習    

鑑賞藝術品不是看它畫得像不像，或者是不是出自大師之手，而是透過作品

與藝術家美的意象接觸。經由感性的審美（情感上能知覺到對象的美感價值）

和理性的認知（知識辨識力與判斷力去理解作品）兩方面的運作，才能對作

品看得明白，想得透徹，有更敏銳的感知。  

 

1.1.1.1.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構成第八號構成第八號構成第八號構成第八號    

﹝﹝﹝﹝Composition VIIIComposition VIIIComposition VIIIComposition VIII﹞﹞﹞﹞  

1923 年油彩‧畫布，140x201 公分 

古根漢美術館  

    

1.1.1.1.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整幅作品給你的第一印象為何整幅作品給你的第一印象為何整幅作品給你的第一印象為何整幅作品給你的第一印象為何？？？？這幅作品裡有哪些型態這幅作品裡有哪些型態這幅作品裡有哪些型態這幅作品裡有哪些型態？？？？請幫這幅畫取個請幫這幅畫取個請幫這幅畫取個請幫這幅畫取個

貼切的題目貼切的題目貼切的題目貼切的題目？？？？    

                                                                                                                                                                                                                                                                                                                            

                                                                                                                                                                                                                                                                                                                                    

2.2.2.2.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作品運用了哪些形作品運用了哪些形作品運用了哪些形作品運用了哪些形、、、、色色色色，，，，以何種方式構成以何種方式構成以何種方式構成以何種方式構成？？？？這幅作品的焦點畫面及色彩運這幅作品的焦點畫面及色彩運這幅作品的焦點畫面及色彩運這幅作品的焦點畫面及色彩運

用用用用？？？？使人連想到什麼使人連想到什麼使人連想到什麼使人連想到什麼，，，，帶帶帶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給你什麼樣的感覺給你什麼樣的感覺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3.3.3.3. 詮釋詮釋詮釋詮釋：：：：回顧康丁斯基生平及創作歷程回顧康丁斯基生平及創作歷程回顧康丁斯基生平及創作歷程回顧康丁斯基生平及創作歷程，，，，請從畫作的主題及表現中請從畫作的主題及表現中請從畫作的主題及表現中請從畫作的主題及表現中，，，，表達你的看法表達你的看法表達你的看法表達你的看法？？？？

使你領悟到什麼使你領悟到什麼使你領悟到什麼使你領悟到什麼？？？？    

                                                                                                                                                                                                                                                                                                                                

                                                                                                                                                                                                                                                                                                                                                            

4.4.4.4. 判斷判斷判斷判斷：：：：你喜歡這幅作品嗎你喜歡這幅作品嗎你喜歡這幅作品嗎你喜歡這幅作品嗎？？？？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你覺得這幅作品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你覺得這幅作品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你覺得這幅作品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你覺得這幅作品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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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溫和的活力溫和的活力溫和的活力溫和的活力    

﹝﹝﹝﹝Moderate EnergyModerate EnergyModerate EnergyModerate Energy﹞﹞﹞﹞     

1944 年油彩‧畫布，42 x 58 公分  

龐畢度藝術文化中心，巴黎

﹝Paris﹞，法國 

 

    

1.1.1.1.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整幅作品給你的第一印象為何整幅作品給你的第一印象為何整幅作品給你的第一印象為何整幅作品給你的第一印象為何？？？？這幅作品裡有哪些型態這幅作品裡有哪些型態這幅作品裡有哪些型態這幅作品裡有哪些型態？？？？請幫這幅畫取個請幫這幅畫取個請幫這幅畫取個請幫這幅畫取個

貼切的題目貼切的題目貼切的題目貼切的題目？？？？    

                                                                                                                                                                                                                                                                                                                                        

                                                                                                                                                                                                                                                                                                                                

2.2.2.2.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作品運用了哪些形作品運用了哪些形作品運用了哪些形作品運用了哪些形、、、、色色色色，，，，以何種方式構成以何種方式構成以何種方式構成以何種方式構成？？？？這幅作品的焦點畫面及色彩運這幅作品的焦點畫面及色彩運這幅作品的焦點畫面及色彩運這幅作品的焦點畫面及色彩運

用用用用？？？？使人連想到什麼使人連想到什麼使人連想到什麼使人連想到什麼，，，，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3.3.3.3. 詮釋詮釋詮釋詮釋：：：：回顧康丁斯基生平及創作歷程回顧康丁斯基生平及創作歷程回顧康丁斯基生平及創作歷程回顧康丁斯基生平及創作歷程，，，，請從畫作的主題及表現中請從畫作的主題及表現中請從畫作的主題及表現中請從畫作的主題及表現中，，，，表達你的看法表達你的看法表達你的看法表達你的看法？？？？

使你領悟到什麼使你領悟到什麼使你領悟到什麼使你領悟到什麼？？？？    

                                                                                                                                                                                                                                                                                                                                        

                                                                                                                                                                                                                                                                                                                                            

4.4.4.4. 判斷判斷判斷判斷：：：：你喜歡這幅作品嗎你喜歡這幅作品嗎你喜歡這幅作品嗎你喜歡這幅作品嗎？？？？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你覺得這幅作品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你覺得這幅作品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你覺得這幅作品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你覺得這幅作品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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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之附錄三之附錄三之附錄三之二二二二                            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    

一一一一、、、、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    藝術與人文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共 5 節 （共 225 分鐘）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 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    林戎芳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八年級 教學特質教學特質教學特質教學特質    認知、鑑賞、技能、合作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學習單：理論（3 張）、練習單（4 張）、回饋單、單槍投影機、筆記型電腦、

簡報、螢幕、數位相機、CD、康丁斯基抽象畫作品圖卡、相關書籍。 

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    

條件條件條件條件    

1.能進行抽象思考。 
2.曾上過色彩學基礎理論。 
3.曾上過美的形式原理原則的概念。 
4.學生上過音樂節奏課，單元「破銅爛鐵」體驗節奏練習創作。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1.能初步體驗康丁斯基的藝術創作，分析出其作品中的線條、形狀及色彩並且

以小組合作的方式，共同觀察後把他畫下來。    

2.了解色彩、型態、音質之間的藝術感通之關係，培養視覺的感知能力。 

3.能分辦樂器聲音特質，發揮想像力，將音質及節奏演奏方式轉換成視覺元素。 

4.能仔細聆聽，感受音樂與畫面的關係，並經由聯想、體會音樂與各式圖形間

的關聯性與共通性。    

5.在教學過程及創作作品時，我能感受及理解到「點、線、面」的造型要素，

也能仔細分解其中所潛藏的符號魅力及特性。 

6.能在分組活動中，體會同儕互助學習的優點，讓自己有更寬廣的想法與表現。 

7.能欣賞同學表現，自省辨識與調解。 

探索與 

表現 

1-4-1 瞭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審美與 

理解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分段能力分段能力分段能力分段能力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實踐與 

應用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劃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
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與與與與十大基十大基十大基十大基

本能力之本能力之本能力之本能力之

結合結合結合結合    

1.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欣賞、表現與創新。 
3.表達、溝通與分享。 
4.主動探索與研究。 
5.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    引導、討論、問答發表、實作 

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    討論、問答、學習態度、發表、參與、學習單、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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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    

時間 教學流程 預期成果 教學評量 

15151515 分分分分    

    

    

    

    

    

    

    

20202020 分分分分    

    

    

    

    

10101010 分分分分    

    

    

    

    

    

    

    

    

    

    

    

    

    

    

    

    

    

    

    

一、引起動機與興趣 

1.以活動為導向，啟發抽象的思考。 

2.改變教室環境，請學生移駕到韻律教室表，關燈。 

3.撥放音樂，以組為單位，請學生表演音樂中的事

物，自由發揮。曲目：舒伯特「鱒魚」 

4.打開燈，請各組學生坐下。 

5.詢問學生在不同的樂曲中有何感受，傳達了什麼訊

息，想到什麼畫面。各組發言。 

二、康丁斯基創作初體驗 

1.能與小組合作創作與討論，並且學習大師作品摩畫

出來能了解色彩、型態、音質之間的關係。首先讓

學生聽 2 首曲子、看 1 件作品，同學感受哪首曲子

跟作品畫面所呈現的意境最接近，並且完成簡報的

引導：我聽到了什麼？我看到畫面中有哪些線條、

形狀、顏色？ 

2.簡報內容說明： 

。具象造形和抽象造形比較    

。複習視覺元素色彩、點、線、面的構成 

。康丁斯基繪畫理論~點、線、面 

。複習美的形式原理原則 

    

第一節課結束第一節課結束第一節課結束第一節課結束    

 

 

1.說明課程

設計的目

的及上課

前學習的

態度 

2.能引起學

習 的 動

機，思索

課程關鍵

的概念 

3.能主動探

索認識抽

象藝術的

內涵 

4.能清楚了

解簡報的

內容 

5.能培養視

覺的感知

與敏感能

力。 

6.能完成學

習單與自

我評量 

7.能專注及

仔 細 聆

聽。 

8.能培養視

覺的感知

能力。 

9.能完成學

習單與自

我評量 

 

1. 察覺蒐

集 

2. 知識內

化 

3. 文字描

述 

4. 討論發

表 

5. 審美評

價 

6. 表現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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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學流程 預期成果 教學評量 

45 分 

 
。色彩、型態、音質之間的關係 

。線條特性與變化 

(1)水平線：穩定、平衡、地平線、心電圖、規

矩、穩定水平線由於視線固定，不會有太大

的起伏，因此常給人穩定的感覺，但是粗細、

長短不同，也會改變它呈現出來的情感。 

(2)垂直：高聳、遙不可及、正直、直腸子、無

聊、死板、單調、整齊垂直線切過整個畫面，

常給人一種一目了然的感受，也容易形成如

摩天大樓般的高聳感感。 

(3)斜線：急促、奔跑、漸層、複雜、低落、墮

落、囂張、動態斜線變化較大，橫跨畫面多

角度，與之前線條相較之下較具動感。視覺

效果較為強烈，視線容易隨著斜線的方向所

牽動。粗線：粗魯、孔武有力、穩重、敦厚

粗線在畫面中佔的比例較大，易形成焦點，

但也容易有笨重感。 

(4)細線：細心、神經質、銳利、小心眼細線面

積較小且容易被忽略。 

(5)曲線：柔和、韻律、起伏、節奏、跳舞曲線

線條柔和，予人春風拂面的感覺，或小或大

的起伏變化如同樂章的律動。 

(6)折線：雜亂、股市、閃電、畸形、怪異有角

度的曲折線，與曲線相比較會有壓迫感與急

促感，曲折角度尖銳，易有雜亂無章的感覺。 

(7)不規則線：自然、不拘束、顫抖、個性、多

變化無拘無束地隨心所欲，比較有難以掌握

不易控制之感。 

    

第二節課結束第二節課結束第二節課結束第二節課結束    

 

同上 1. 察覺蒐

集 

2. 知識內

化 

3. 文字描

述 

4. 討論發

表 

5. 審美評

價 

6. 表現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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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學流程 預期成果 教學評量 

45454545 分分分分    

    

    

    

    

    

三、造型會唱歌 

1.提醒同學上過的音樂課節奏練習的概念節奏、聲音

與圖形的聯想：教師以一種聲音為例，由弱漸強或

由強漸弱，指導學生在黑板上畫出能代表此聲音的

圖形或線條。同一種聲音可讓多位有不同想法的學

生上台發表，增加觀摩的機會，激勵大家的想像力。    

2.教師以一種聲音為例，指導學生在黑板上畫出能代

表此聲音的圖形或線條。同一種聲音可讓多位有不

同想法的學生上台發表    

3.教師以黑板上既有的節奏為例，指導學生觀察各音

符間的距離與節奏的時值長短為正向的關係，時值

越短則兩音間距離越短；時值越長則兩音間距離越

長，利用此種關係教導學生利用簡單的幾何圖形，

設計不同的排列組合。    

4.請依照老師所放的演奏影像及同學上過的音樂「破

銅爛鐵」自己設計的節奏練習創作作範例。並寫出

節奏形式，完成學習單「我的圖形會唱歌」。    

5.請同學發揮想像力依學習單上的引導，將不同類型

的節奏轉化成線條形狀及內化的聲音，並且仔細聆

聽後寫出演奏方式 

6.老師批閱及學生分享 

 

第三節課結束第三節課結束第三節課結束第三節課結束    

 

    

同上 1.參與 

2.學習態

度 

3.學習單 

4.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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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學流程 預期成果 教學評量 

70707070 分分分分    四、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 

1.最後由個人欣賞其他 6 件作品、6 首曲子，感受哪

首曲子跟哪件作品畫面所呈現的意境最接近，並且

完成學習單的引導：我聽到了什麼？我看到畫面中

有哪些線條、形狀、顏色？並且學習大師把作品摩

畫出來。 

2.老師批閱及學生分享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五節課結束五節課結束五節課結束五節課結束    

 

同上 1.參與 

2.學習態

度 

3.學習單 

4.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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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教學情境教學情境教學情境教學情境    

引起學生主動去探索的動機與興趣撥放音樂，以組為單位，請學生表演音樂中的事

物，自由發揮。曲目：舒伯特「鱒魚」。 

        

引

起

動

機 

    

    

        
教師採開放的心，給予較大的學習創作空間，全然的接納與肯定，孩子覺得安全溫暖、

被關懷、受尊重，師生關係得以軟化。 

  

我聽到了什麼？我看到畫面中有哪些線

條、形狀、顏色？ 

請同學感受哪首曲子跟哪件作品畫面呈

現的意境最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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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合作創作與討論，學習大師作品摩畫出

來    

造型會唱歌（節奏練習）：同學運用其他物品

拍擊及演奏。    

 

康丁斯基繪畫理論-點、線、面 型態與色彩的關係 

 
 

從許多學生的回饋單上可以了解到，他們覺得課程有趣、豐富、變化多、多層次的體

會，也學會用心專注的去欣賞與領悟，不僅慢慢接受抽象藝術，更啟發他們想像空間

及心靈上得到滋養，學生的表現讓我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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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學習單之一學習單之一學習單之一學習單之一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林戎芳林戎芳林戎芳林戎芳 

班級:                座號:               姓名:                         

節奏之美：請依照老師所演奏的樂器或其他物品拍擊的聲音，發揮你的想像力將他轉

化成視覺圖像。 

 樂器或其他物品

拍擊的聲音 
內化聲音 線條或形狀 演奏方式 

1  

 

 

 

 

     

2  

 

 

 

 

   

3  

 

 

 

 

   

4  

 

 

 

 

   

5  

 

 

 

 

 

   

    



 203 

四四四四、、、、學習單之二學習單之二學習單之二學習單之二    

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抽象之旅抽象之旅抽象之旅抽象之旅    
班級:               座號:             姓名: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林戎芳林戎芳林戎芳林戎芳    

藝術大師康丁斯基，他將音符、節奏、轉化為視覺元素，把內在對音樂抽象的感

動，畫作視覺的表情，現在讓我們打開想像的心房，進入音樂的造型色彩之旅。同學

們開啟你們的想像力與感受力，一起進入藝術家的音樂繪畫的世界，聽完 6 首曲子後

完成以下的問題： 

1.Debussy-阿拉貝斯克 2.Mahler-第一號交響曲『巨人』第四樂章 

3.Sibelius-d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第3樂章 4.Tchaikovsky 胡桃鉗 糖梅仙子之舞. 

5.Wagner-歌劇『唐懷瑟』序曲 6.Wagner-歌劇『諸神的黃昏』送葬進行曲 

    

 
 

 

◎曲目：                             

◎我聽到什麼：                       

                                   

◎我看到哪些形狀、線條、造型：  

◎曲目：                            

◎我聽到什麼：                      

                                  

◎我看到哪些形狀、線條、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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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                             

◎我聽到什麼：                       

                                   

◎ 我看到哪些形狀、線條、造型： 

 

 

 

 

 

 

 

 

 

 

◎曲目：                            

◎我聽到什麼：                      

                                  

◎我看到哪些形狀、線條、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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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                             

◎我聽到什麼：                       

                                   

◎我看到哪些形狀、線條、造型： 

 

 

 

 

 

 

 

 

 

 

 

 

 

◎曲目：                            

◎我聽到什麼：                      

                                  

◎我看到哪些形狀、線條、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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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之三附錄三之三附錄三之三附錄三之三                    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形形色色形形色色形形色色形形色色~~~~拼圖點線面拼圖點線面拼圖點線面拼圖點線面」」」」    
    

一一一一、、、、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    藝術與人文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共 4 節（共 180 分）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形形色色~拼圖點線面 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    林戎芳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八年級 教學特質教學特質教學特質教學特質    創作、想像、分享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學習單、回饋單、單槍投影機、筆記型電腦、簡報、螢幕、數位相機、
CD、相關書籍。 

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    

條件條件條件條件    

1.能進行抽象思考。 
2.知道視覺元素點、線、面的構成要素 
3.能判斷美的形式原理原則：反覆、漸層、對稱、均衡、調和、對比、

比例、韻律、統一和單純十項藝術詞彙的異同。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1.能明確說出造形構成之意義與作用。 

2.能運用美的原理和點線面、簡單的幾何圖形，學習以彩紙剪貼，作

出「抽象風格」的練習。 

3.提高學生利用點、線、面構成新造形。 

4.能經由學習過程中，增進學生對造形的認知及運用，提高學生對形

式美學的技能。 

5.培養學生對於美的形式原理的興趣及訓練其技能。 

6.能由操作過程中，學習運用視覺藝術之表現媒材與技巧。 

7.我能感受及理解到「點、線、面」的造型要素，也能仔細分解其中

所潛藏的符號魅力及特性。 

8.能具備發表自己的創作理念和歷程之能力。 

探索與 

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

差異。 

審美與 

理解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分段能力分段能力分段能力分段能力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實踐與 

應用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 選擇適合自己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

學習。 

與十大基與十大基與十大基與十大基

本能力之本能力之本能力之本能力之

結合結合結合結合    

1.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欣賞、表現與創新。 
3.表達、溝通與分享。 
4.主動探索與研究。 
5.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    引導、鑑賞教學、討論、問答發表、記錄分享 

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    講述、問答、學習態度、參與、師生互動、示範、實作、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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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    

時間 教學流程 預期成果 教學評量 

45454545 分分分分    

    

    

    

    

    

    

    

    

    

    

    

    

    

    

    

    

    

    

    

    

    

    

    

    

25252525 分分分分    

一一一一、、、、引起動機與興趣引起動機與興趣引起動機與興趣引起動機與興趣    

1.教師提示曾上過的美的原理及點線面的構

成。 

2.秀出與造形原裡相關的圖形，並讓學生說出

是何種造形形式原則 

3.能回答老師問題的給點構成圖像小卡一張。 

4.能正確答出答案者給線構成圖像小卡一張。 

5.能運用點、線、面構成來詮釋造形者，得圖

像小卡一張。 

6.正增強：集點送小禮物 

二二二二、、、、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1.複習主要常見的幾何造形：如正方形、長方

形、三角形、圓形、線、點、面、其他形的

變化。 

2.鼓勵學生拋開寫實創作習慣，準備大膽應用

美的原理和點線面、簡單的幾何圖形，學習

以彩紙剪貼，作出「抽象風格」的練習。點

線面之美 

3.利用形式原理的產生出不同的美的造形。讓

學生瞭解如何透過造形去傳達美的事物，並

教導學生如何運用不同的構成及形式產生

不同的造形 

 

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    

    

三三三三、、、、反覆及對比之美反覆及對比之美反覆及對比之美反覆及對比之美    

1.造型要素：使用「點」、「線」、「面」的元素

設計出形式構成。 

2.色彩表現：運用對比色 

3.創造出反覆美的原理 

1.能明確說出

造形構成之

意義與作用。 

2.90% 能 說 出

「造形構成

的方式與形

式原理」。 
3.會使用點、線 

面的元素設 

計出不同的 

形式構成。 

4 以色紙剪貼 

，完成「抽象

風格」的練

習。 

    

1.知識內

化 

2.文字描

述 

3.探索操

作表現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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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學流程 預期成果 教學評量 

22220000 分分分分    

    

    

    

    

    

    

    

    

25252525 分分分分    

    

    

    

22220000 分分分分    

    

    

    

    

    

    

    

    

45454545 分分分分    

四四四四、、、、節奏之美節奏之美節奏之美節奏之美    

1.造型要素：使用「點」、「線」的元素設計出

形式構成。 

2.色彩表現運用黑白色或彩色 

3.創造出節奏韻律的視覺之美 

4.表現技法：切割、拉開、疏密、大小、重疊 

    

第二節結束第二節結束第二節結束第二節結束    
    

五五五五、、、、對稱及對比之美對稱及對比之美對稱及對比之美對稱及對比之美    

1.造型要素：使用「面」元素設計出形式構成 

2.色彩表現：對比色 

3.表現技法：翻貼、正形、負形的概念。 

六六六六、、、、綜合練習綜合練習綜合練習綜合練習    

1.綜合創作：反覆、漸層、對稱、均衡、調合、

對比、比例、節奏、單純、統調 

2.美的原理：選擇三種以上創作 造型要素：

點、線、面 表現技法：綜合 

3.色彩表現：對比色、類似色 

 

第三節結束第三節結束第三節結束第三節結束    

    

七七七七、、、、全面性分享全面性分享全面性分享全面性分享    

1.分享自己的創作理念和歷程之能力。 

2.欣賞他人作品    

3.老師講評分享 

    

第四節結束第四節結束第四節結束第四節結束    

    

5.會使用點、線 

面的元素設 

計出不同的 

形式構成。 

6.以色紙剪貼 

，完成「抽象

風格」的練

習。    

7.能發表自己

的創作理念

和歷程。    

    

4.探索操

作 

5.表現作

品 

6.討論發

表 

7.審美評

價 

8.組織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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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教學情境教學情境教學情境教學情境    

上課中的情境上課中的情境上課中的情境上課中的情境 

        

複習點線面的構成 透過點、線、面的構成方式，進而對形式

原理作解釋 

        

說明造形構成之意義與作用 上台試一試 

  

學生認真創作，利用形式原理的產生出不同的美的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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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回饋是老師往前邁進最大的動力，多元的教學策略，增進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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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    

「「「「美的形式原則美的形式原則美的形式原則美的形式原則」」」」~~~~小試身手小試身手小試身手小試身手                教師林戎芳教師林戎芳教師林戎芳教師林戎芳    

班級                 姓名                    座號                    
    複習「美的形式原則」的課程，生活到處充滿許多美好的事物，你是否也會停下腳

步觀察週圍的美好呢？是否明白了構成畫面美麗的原因？同學們! 小試身手，讓你們表

現一下，發揮同學的鑑賞力!判斷下列的圖片符合哪些美的形式原則（（（（包含包含包含包含：：：：反覆反覆反覆反覆、、、、漸漸漸漸

層層層層、、、、對稱對稱對稱對稱、、、、均衡均衡均衡均衡、、、、調合調合調合調合、、、、對比對比對比對比、、、、比例比例比例比例、、、、節奏節奏節奏節奏、、、、單純單純單純單純、、、、統調統調統調統調））））？ 

1.1.1.1. 從從從從「「「「校園校園校園校園」」」」中看中看中看中看「「「「美美美美」」」」的形式的形式的形式的形式~~~~一起來欣賞同學的作品一起來欣賞同學的作品一起來欣賞同學的作品一起來欣賞同學的作品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答答答答案案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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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從從從從「「「「校園校園校園校園」」」」中看中看中看中看「「「「美美美美」」」」的形式的形式的形式的形式~~~~一起來欣賞一起來欣賞一起來欣賞一起來欣賞「「「「母親節攝影活動母親節攝影活動母親節攝影活動母親節攝影活動」」」」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2.2.2.2. 從從從從「「「「廣告廣告廣告廣告、、、、表演表演表演表演」」」」中看中看中看中看「「「「美美美美」」」」的形式的形式的形式的形式    

（（（（1111））））表演表演表演表演~~~~四季四季四季四季：：：：                                                                                                                                                                                                                                                                                                    

                    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                                                                                                                                                                                                                                                                                                    

（（（（2222））））廣告一廣告一廣告一廣告一：：：：洗衣機廣告洗衣機廣告洗衣機廣告洗衣機廣告~~~~拍的超棒拍的超棒拍的超棒拍的超棒    

                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                                                                                                                                                                                                                                                                                        

                        （（（（3333））））廣告二廣告二廣告二廣告二：：：：人體排列組合人體排列組合人體排列組合人體排列組合    

                                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                                                                                                                                                                                                                                                                

3.3.3.3. 從從從從「「「「海報類海報類海報類海報類」」」」中看中看中看中看「「「「美美美美」」」」的形式的形式的形式的形式    

   

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    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    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    

  
 

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    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    參考答參考答參考答參考答案案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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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之四附錄三之四附錄三之四附錄三之四                                                單元四單元四單元四單元四「「「「色彩感知色彩感知色彩感知色彩感知」」」」    
    

一一一一、、、、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    藝術與人文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共 5 節 （共 225 分鐘）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色彩感知 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    林戎芳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八年級 教學特質教學特質教學特質教學特質    技能、應用、創作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1.老師：學習單、回饋單、單槍投影機、筆記型電腦、簡報、螢幕、數

位相機、CD、相關書籍、水彩紙、色相環圖卡、韻律教室。 

2.學生：準備廣告顏料、水彩筆、調色盤、水袋、色票。  

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

條件條件條件條件    

1.能進行抽象思考。 

2.能說出十二色相環設計的原理 

3.能說出色彩三原色、色相、明度、彩度的意義 

4.能說出類似色、對比色、暖色、寒色、中性色配色原理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1.複習七年級上過的色彩學的基礎理論，能說出色相環設計的原理、色

彩三原色、色相、明度、彩度的意義，及對比色、類似色、暖色、寒

色、中性色的配色原則。 

2.能再次建立色彩學的基礎理論並且靈活應用完成美術創作。 

3.能達到色彩認知表現：空間、層次、美感 

4.能達到色彩技能表現：調色表現、掌握水分並均勻平塗顏色、得心應

手調出自己想要的顏色 

5.能達到色彩情意表現：欣賞色彩的態度、發展個人的色彩意識，表現

冨有感情的色彩） 

6.能運用配色的原理，靈活呈現於圖像中。 

7.能具備發表自己的創作理念和歷程之能力。 

分段能力分段能力分段能力分段能力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實踐與

應用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 選擇適合自己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與十大基與十大基與十大基與十大基

本能力之本能力之本能力之本能力之

結合結合結合結合    

1.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欣賞、表現與創新 

3.主動探索與研究 

4.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    引導、技能學習、獨立創作 

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     講述、問答、學習態度、參與、師生互動、示範、實作、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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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    

時間 教學流程 預期成果 教學評量 

30 分 

 

 

 

 

 

 

15 分 

 

 

 

 

 

 

 

 

45 分 

 

 

 

 

 

 

 

 

 

 

 

 

15 分 

 

 

 

 

一一一一、、、、引起動機與興趣引起動機與興趣引起動機與興趣引起動機與興趣    

1.讓學生玩「色彩心理測驗」 

2.請同學運用你的直覺看圖片，並選出你最喜愛的

一張，這些圖片代表了九種不同的性格。    

3.說明每張圖片象徵的意思 

4.學生很喜歡玩心理測驗，透過活動讓學生多了解

自我，並且傳達出色彩的感情。    

二二二二、、、、複習色彩基礎理論複習色彩基礎理論複習色彩基礎理論複習色彩基礎理論：：：：    

1.色相環設計的原理、色彩三原色、色相、明度、

彩度的意義，及對比色、類似色、暖色、寒色、

中性色的配色原則 

2.運用問答方式，請學生舉手搶答，答對的同學加

分，並且讓學生複誦。 

 

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    

    

三三三三、、、、色彩感知簡報內容色彩感知簡報內容色彩感知簡報內容色彩感知簡報內容    

1.與學生討論情緒的來源，色彩與情緒的關係。並

且請同學男女各別圍圓圈圈，躺下後，老師放音

樂，讓學生聽仔細感受音樂的色彩，你聽到感受

到那各季節的色彩（春、夏、秋、冬） 

。色彩的心情 

。色彩的個性 

。色彩的象徵意義 

。色彩的配色與感覺 

。藝術家的色彩 

 

第二節結束第二節結束第二節結束第二節結束    

 

四四四四、、、、色彩感知創作色彩感知創作色彩感知創作色彩感知創作    

1.老師設定主題：喜怒哀樂、酸甜苦辣、春夏秋冬、

生老病死、風火雷電、昨天今天明天後天，，，，請同

學發揮想像力及色彩聯想力，表達這些主題。    

1.說明課程

設計的目

的及上課

前學習的

態度 

2.能引起學

習動機，思

索課程關

鍵概念。    

3.能清楚了

解簡報的

內容    

4.能運用色

彩基礎理

論概念，以

色彩感知

為理論創

作老師所

設定主題

來表現色

彩的感覺    

1.知識內

化 

2.審美評

價 

3.探索操

作 

4.表現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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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學流程 預期成果 教學評量 

5 分 

15 分 

 

 

10 分 

    

    

    

    

80 分 

    

    

    

    

    

    

    

    

5 分 

 

5 分    

。學生選定主題 

。將八開水彩紙分成四等分，並且在角落寫上主

題名稱。 

。草稿設計：盡量以幾何圖形，色塊來表現。 

。打完草圖標示大致的顏色：參考色票，聯想及

對應主題的感覺 

 

第三節結束第三節結束第三節結束第三節結束    

    

(1)上色 

。用具準備齊全 

。調色時注意要點 

。上色時,要很細心 

。改變自己用色的習慣，依照主題的感覺，將

顏色內化。 

。水分濃度的使用 

。表現出乾淨的顏色 

。是否調出我想用的顏色 

(2)作品完成後,我自己打打分數 

(3)自評表 

(4)將全班作品貼在黑板上分享作品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五節結束五節結束五節結束五節結束    

 

 

5.能達到

色彩認

知、情

意、技能

的表現 

6.能審美

欣賞他

人作品 

    

 

 

5.探索操

作 

6.表現作

品 

7.討論發

表 

8.審美評

價 

9.組織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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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教學情境教學情境教學情境教學情境    

上課中的情境上課中的情境上課中的情境上課中的情境 

        
複習色相環設計的原理、色彩三原色、色相、明度、彩度的意義，及對比色、類似色、暖色、

寒色、中性色的配色原則    

        

    

與學生討論情緒的來源，色彩與情緒的關係。並且請同學男女各別圍圓圈圈，躺下後，老師

放音樂，讓學生聽仔細感受音樂的色彩，你聽到感受到那各季節的色彩（春、夏、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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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色彩的心情、色彩的個性、藝術家的色彩    

  

學生認真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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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之五附錄三之五附錄三之五附錄三之五                                單元五單元五單元五單元五「「「「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    
    

一一一一、、、、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    藝術與人文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共 7 節 （共 315 分鐘）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聽見內在的聲音 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    林戎芳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八年級 教學特質教學特質教學特質教學特質    技能、應用、創作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1.老師：學習單、回饋單、單槍投影機、筆記型電腦、簡報、螢幕、數
位相機、CD、相關書籍、韻律教室 

2.學生：粉彩筆、色鉛筆、素描鉛筆、蠟筆、色紙、膠水、剪刀、粉彩
紙、彩色筆 

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

條件條件條件條件    

1.能進行抽象思考 
2.曾用粉彩、色鉛筆作畫的經驗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1.積極參與活動，配合老師所安排的情緒轉換活動體驗。    
2.能用類比的語言作畫，將人類的性格特徵或情緒，如：憤怒、喜悅、

平和、孤獨、歇斯底里、疾病、沮喪、人類能量、畫出你的名字等，
把內在主觀的思緒變的客觀化，並賦於他們可見的形狀。    

3.能學習以彩紙剪貼、素描鉛筆、色鉛筆，創作出類比語言的畫作練習。 
4.能體驗如何將情感轉換成視覺元素（點、線、面、色彩）並且了解類

比畫創作的意義。 
5.能利用點、線、面的構成來表達秩序、擁擠、壓力、危險、嬉鬧、遞

減詞彙的意義 
6.能具備發表自己的創作理念和歷程之能力。 

探索與
表現 

1-4-1 瞭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審美與
理解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分段能力分段能力分段能力分段能力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實踐與
應用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劃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與十大基與十大基與十大基與十大基

本能力之本能力之本能力之本能力之

結合結合結合結合    

1.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欣賞、表現與創新。 
3.表達、溝通與分享。 
4.主動探索與研究。 
5.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    引導、鑑賞教學、討論、問答發表、記錄分享 

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     討論、問答、學習態度、發表、參與、資料收集、報告、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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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    

時間 教學流程 預期成果 教學評量 

10 分 

 

 

 

 

 

 

 

 

 

25 分 

 

 

 

 

 

 

 

 

 

 

10 分 

 

 

 

 

 

 

 

 

 

 

 

 

 

 

 

一一一一、、、、引起動機與興趣引起動機與興趣引起動機與興趣引起動機與興趣：：：：    

1.以活動為導向，進行情緒抽象的思考。 

2.先開放式與學生討論人類的情緒，如：生氣、

快樂、開心、壓力、緊張….這些思緒的來源

（ 人、事、時、地、物），你通常如何面對他，

或是運用什麼方式處理（開放式的問答，願意

回答的同學給予加分）。 

3.透過簡單的情緒轉換訓練的活動讓學生感受到

情緒的表情。    

4.活動內容 

� 活動題目：剪刀石頭布 

� 活動辦法：剪刀取代不屑的表情、石頭取

代生氣的表情、布取代嚇一跳表情 

� 活動規則：全班分成兩對男生一組、女生

一組，各組先派約 5 個人出來猜拳（用情

緒表情取代），共 4 輪，贏的同學在個別

猜拳，最後贏的組別全組加 5 分。 

� 注意事項：臉部或肢體情緒的表情要清

楚，讓別人可清楚辨識你的表情是什麼。 

二二二二、、、、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類比的語言作畫類比的語言作畫類比的語言作畫類比的語言作畫（（（（單色單色單色單色））））    

1.線條與情緒關係：看鐵達尼號會掉眼淚~感性~

曲線、不小心撞到桌角~沒空間感~粗魯~粗線、

喜歡新鮮變化的事物~個性化多變化~不規則線 

。此單元完全不需受到任何美術訓練，其目的

揭示你在某種意識層面上已經感覺到、但日

常思維無法理解的。 

。用類比的語言作畫，將人類的性格特徵或情

緒，如：憤怒、喜悅、平和、孤獨、歇斯底

里、疾病、沮喪、人類能量、畫出你的名字

等，把內在主觀的思緒變的客觀化，並賦於

他們可見的形狀。    

。這些畫沒有「對錯」和「好壞」。每一幅畫

都是正確的，因為他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你自

己。    

1.說明課程設

計的目的及

上課前學習

的態度 

2.能引起學習

的動機，思

索課程關鍵

的概念。 

3.能主動探索

及積極參與

表演活動 

4.能學習素描

鉛筆完成類

比語言的畫

作練習。 

5.能學習色鉛

筆完成類比

語言的畫作

練習。 

 

 

 

 

 

 

 

 

 

 

 

 

 

 

 

 

 

1.知識內

化 

2.審美評

價 

 

 

 

 

 

 

 

 

 

 

 

 

 

 

 

 

 

 

1.探索操

作 

2.表現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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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分 

 

 
 

15 分 

 

 

 

 

 

 

 

 

 

 

 

 

 

 

 

 

 

 

 

 

 

 

 

 

。在畫這些畫時，請不要使用原子筆，要使用

鉛筆。紙上的每一部份，每一幅畫都要用線

條組成。你可以使用一條線、數條線，或讓

整各部份充滿線條或是留白，只要你覺得沒

問題就可以了。你可以使用筆尖畫，也可以

斜著使用鉛筆；你可以用力地畫，也可以輕

輕地畫；你還可以把線畫的很長，也可以把

線畫的很短，你想怎麼使用鉛筆都行。    

  請不要嘗試去想像整各畫面是什麼樣子，你

只能使用線條語言：快速的線條、緩慢的線

條、輕的、重的、平滑的、粗糙的、虛或實，

允許這些圖像自然的浮現出來，簡言之，讓

他們自己講出自己想說的話。    

。學生開始創作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二節結束二節結束二節結束二節結束    

    

三三三三、、、、讓思緒看的見讓思緒看的見讓思緒看的見讓思緒看的見：：：：類比的語言作畫類比的語言作畫類比的語言作畫類比的語言作畫（（（（彩色彩色彩色彩色））））    

1. 進行情緒抽象的思考。 

2. 體驗如何將情感轉換成視覺元素（點、線、

面、色彩）。 

3. 把情緒上的憤怒、疏離、溫柔，喜悅、熱

情、疾病、人類的能量、平緩、高昂的情

緒，運用視覺元素：如節奏的輕、重、快、

慢，畫作視覺符號及表情，造型構成要素：

線條：直線、折線、曲線、圓形、三角形、

多邊形、不規則、弧線…，及色彩心理因

素：暖色調、寒色調、中性色、對比色、

類似色…..來表達。    

4. 此單元完全不需受到任何美術訓練，其目

的揭示你在某種意識層面上已經感覺到、

但日常思維無法理解的。 

5. 這些畫沒有「對錯」和「好壞」。每一幅

畫都是正確的，因為他恰如其分地表現出

你自己    

6. 媒材使用：繪圖用具自訂，可用蠟筆、色

鉛筆、粉彩筆….等，需加入色彩元素來聯

想及完成創作。    

    

6.能學習以彩

紙完成類比

語言的畫作

練習 

7.能審美欣賞

他人作品。    

8.能完成自我

評量表 

 

 

 

 

 

 

 

 

 

 

 

 

 

 

 

 

 

 

 

 

1.探索操

作 

2.表現作

品 

3.討論發

表 

4.審美評

價 

5.組織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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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分 

 

 

 

15 分 

 

 

 

 

 

 

 

 

 

 

 

 

75 分 

 

 

 

10 分 

 

15 分 

 

 

 

 

 

 

20 分 

7. 學生開始創作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四節結束四節結束四節結束四節結束    

    

四四四四、、、、主主主主情緒拼圖點情緒拼圖點情緒拼圖點情緒拼圖點、、、、線線線線、、、、面面面面（（（（拼貼拼貼拼貼拼貼））））    

8. 準備工具：色紙、膠水、剪刀、粉彩紙、

彩色筆 

9. 利用彩紙媒材完成類比語言的畫作練習，

造型元素以點、線、面來表達秩序、擁擠、

壓力、危險、嬉鬧、遞減詞彙的意義，把

內在主觀的思緒變的客觀化，並賦於他們

可見的形狀。 

10. 老師示範 1-2 詞彙，排列出一個表達詞彙

意義的圖形意象，讓幾何圖形的組合擴張

成可理解的圖像語言 

11. 學生開始創作 

12. 老師在旁協助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六節結束六節結束六節結束六節結束    

 

13. 作品貼在黑板上讓同學全面性分享 

14. 填寫自我評量表 

15. 老師回饋：    

� 學生作品分析：請同學注意，特別欣

賞每位同學所表達的詞彙轉換成視覺

圖像的結果，沒有一位同學畫的一模

一樣，但同樣詞彙有其共同性，提供

了對這些概念視覺上的理解。    

� 說明類比畫創作-結構的意義    

� 學生分享    

    

第七節結束第七節結束第七節結束第七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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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教學情境教學情境教學情境教學情境    

    

透過簡單的情緒轉換訓練的活動讓學生感受到情緒的表情，進行剪刀石頭布的活

動，學生熱情參與。    

  

表演活動表演活動表演活動表演活動    

    

    

  

  

進行情緒抽象的思考，了解線條與情緒關係 

上課中上課中上課中上課中    

情境情境情境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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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認真創作，把內心所感盡情表現出來，所表達出的線條充滿生命力。 

    
 

 
 

老師說明

類比畫創

作-結構

我們可以看到，類比畫有成千上萬種變化-實際上，沒有哪兩幅是完全相同的。然

而看到學生的作品，不論是單色或是彩色的呈現，讓我驚訝的，還是這些畫在表

達某個概念時結構上的相似性，如「憤怒」、「溫柔」、「喜悅」等等。這些結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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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    的相似性已經足夠證明，這些畫想要表達的是一種共同的直覺，這種直覺往往能

夠位我們提供對這些概念視覺上的理解。學生所呈現的「憤怒」帶有非常多，強

烈的不同情境如：像刀刃般、沉重的、非常傷感情、不理智的..等。學生畫中出

現的有鋸齒狀、黑暗、尖劣、整各畫面壓的透不過氣來的形狀……等，色彩使用

上以暗色系及明度低的色彩來呈現。每幅畫蘊藏著太多資訊，遠遠超出了用口頭

詞彙解釋的意思。喜悅的類比畫：每一幅畫都很獨特，然而這些畫還是共用一個

類似的基本結構。畫面呈現的是輕鬆、帶有某種弧度、圓形、有些同學還為畫增

添多層次的象徵意義。色彩使用上以繽紛色彩為主。學生對「沮喪」概念的類比

畫，從結構相似性來說特別有趣，許多學生把線條和形狀放在比較靠近底端或是

偏一邊的位置，也讓我們聯想起，當我們很沮喪時，心情總是低落的，很明顯學

生的反應也是如此，學生門非常直接地透過視覺語言表達這個概念。學生對「溫

柔」這個概念，學生們主要使用了許多彎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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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    

           聽見內在的聲音 
       班級：     座號：                   姓名                               

1.畫一條線就要看到一條線 2.用直覺作畫：把洞察到的真相畫出來 

 

 

 

  

孤獨 平和 沮喪 

 

 

 

  

憤怒 喜悅 溫柔 

 

 

 

  

困惑 歇斯底里 疾病 

 

 

 

  

人類的能量 正覺之美（真、善、美） 畫出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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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條的思緒線條的思緒線條的思緒線條的思緒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林戎芳林戎芳林戎芳林戎芳    

班級：     座號：                   姓名                               

 
 
 
 
 
 

(1) 憤怒憤怒憤怒憤怒 

 
 
 
 
 
 

(2) 喜悅喜悅喜悅喜悅 

 
 
 
 
 

(3) 失戀失戀失戀失戀 

 
 
 
 
 

(4) 溫柔溫柔溫柔溫柔 

 
 
 
 
 
 

(5) 疾病疾病疾病疾病 

 
 
 
 
 
 

(6) 疏離疏離疏離疏離 

 
 
 
 
 
 

(7) 人類的能量人類的能量人類的能量人類的能量 

 
 
 
 
 
 

(8)你自己的定義你自己的定義你自己的定義你自己的定義 

 



 230 

 



 231 

附錄三之六附錄三之六附錄三之六附錄三之六                        單元六單元六單元六單元六「「「「康丁斯基水墨畫實驗遊戲康丁斯基水墨畫實驗遊戲康丁斯基水墨畫實驗遊戲康丁斯基水墨畫實驗遊戲」」」」    

一一一一、、、、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    藝術與人文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共 5 節（225 分鐘）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康丁斯基水墨畫實驗遊戲 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    林戎芳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八年級 教學特質教學特質教學特質教學特質    認知、鑑賞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1.老師：學習單、回饋單、單槍投影機、筆記型電腦、簡報、螢幕、數位
相機、CD、康丁斯基抽象畫作品圖卡、相關書籍、水墨及水彩用具（毛
筆、墨汁、顏料、調色盤、水盂、抹布、宣紙、牙刷）。 

2.學生：收集康丁斯基相關書籍 

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
條件條件條件條件    

1.進行抽象思考。 
2.曾上過基礎水墨畫，了解基礎用筆、墨法技巧：正確起筆（正起：藏鋒、

迴鋒，側起：露鋒，順起）、運筆（中鋒、側鋒、逆鋒）、收筆（順收、
定收回收）、線的形態及墨的層次練習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1.能以康丁斯基抽象繪畫創作內涵，引導學生，運用遊戲實驗性的方式來
嘗試水墨畫創作。 

2.能激發學生自由、大膽、即興的創意表現，讓水墨媒材有新的表現契機。 
3.能藉由西方繪畫風格轉化出屬於東方民族特有的繪畫風格，深刻了解藝

術的包容性與可能性，增廣學生無限的想像力。 
4.能達到水墨認知表現：空間、層次、美感 
5.能達到水墨技能表現：墨的層次練習、掌握水分、墨法技巧 
6.能達到色彩情意表現：欣賞水墨畫的態度、發展個人的意識，表現冨有

感情的墨色） 
7.能具備發表自己的創作理念和歷程之能力。 
探索與
表現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審美與
理解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分段能力分段能力分段能力分段能力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實踐與
應用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與十大基與十大基與十大基與十大基
本能力之本能力之本能力之本能力之

結合結合結合結合    

1.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欣賞、表現與創新。 
3.表達、溝通與分享。 
4.運用科技與資訊。 
5.主動探索與研究。 
6.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    引導、鑑賞教學、討論、問答發表、記錄分享 

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     討論、問答、學習態度、發表、參與、資料收集、報告、學習單 

    



 232 

二二二二、、、、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    

時間 教學流程 預期成果 教學評量 

20202020 分分分分    

    

    

    

    

    

20202020 分分分分    

    

    

    

    

    

    

    

    

 5 5 5 5 分分分分    

一一一一、、、、引起動機與興趣引起動機與興趣引起動機與興趣引起動機與興趣    

1.教師以電腦多媒體播放水墨畫的動畫，引起

學生學習動機及好奇心？ 

2.點出這個單元主要學習重點：國中生對於水

墨畫領域之技法與媒材運用較為陌生，老師

想透過以康丁斯基抽象繪畫創作理論為依

據，導入音樂元素以為創作內涵，運用遊戲

實驗性的方式來嘗試水墨畫創作，進而對於

水墨畫特質有所體會，希望從中得到新奇有

趣的發現。 

3.教師複習第一單元康丁斯基的作品生平小傳

及〈構成〉、〈即興〉系列作品風格特色，強

調康丁斯基抽象繪畫作品內涵的理解，運用

音樂旋律如何與各種點、線、面繪畫符號相

對應以及音樂聲響如何與色彩融合的理論。 

二二二二、、、、複習水墨畫基礎複習水墨畫基礎複習水墨畫基礎複習水墨畫基礎 
1. 複習水墨畫基礎用筆、墨法技巧：正確起筆

（正起：藏鋒、迴鋒，側起：露鋒，順起）、

運筆（中鋒、側鋒、逆鋒）、收筆（順收、定

收回收）、線的形態及墨的層次練習：水平

線：以求平穩、波浪線：以求筆鋒順暢、圓

形線：中鋒用筆，筆鋒順著圓形方向轉動，

保持中鋒方向、自由曲線：練筆順，使筆鋒

靈活轉動。 

2.複習學生欣賞康丁斯基繪畫理論點線面構成 

三三三三、當當當當傳統水墨傳統水墨傳統水墨傳統水墨遇上遇上遇上遇上現代水墨現代水墨現代水墨現代水墨    

1.現代水墨介紹及作品欣賞（簡報） 

。當傳統水墨遇上現代水墨： 

。傳統水墨與現代水墨異同：工具、構圖、

筆法、表現形式、用墨設色、題材形式、

作品規格等。 

。對傳統與現代的正確觀念：以更寬廣的審

美眼光去欣賞傳統水墨與現代水墨的特

質。。。。攫取傳統的精神,給予保留與發揚;認

識文明的表徵,適時吸收與消化。。。。 

2.師生共同討論：現代水墨的實驗性技法與康

丁斯基的繪畫元素有何關聯與異同。  

    

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 

1.說明課程設

計的目的及

上課前學習

的態度 

    

2.能引起學習

的動機，思

索課程關鍵

的概念。    

 

3.能主動探索

認識抽象藝

術的內涵。 

    

 

4.能引起學習

的動機，思

索課程關鍵

的概念。    

 

 

 

 

 

 

5.能清楚了解

簡報的內容 

    

1.知識內

化 

2.審美評

價 

 

 

 

 

 

 

 

 

 

 

 

1.知識內

化 

2.審美評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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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教學流程教學流程教學流程教學流程    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    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    

5555 分分分分    

    

    

40404040 分分分分    

    

    

    

    

    

    

    

    

20202020 分分分分    

    

    

45454545 分分分分    

    

    

    

    

    

    

    

    

    

    

    

    

    

    

    

25252525 分分分分    

    

3.用具準備水墨及水彩用具（毛筆、墨汁、顏

料、調色盤、水盂、抹布、宣紙），俾使學生

清楚知道該如何準備。 

4.教師上課示範水墨實驗技法：以多元嘗試實

驗性技法，將宣紙折成 8 等分，分別練習包

括：第一格濃到淡練習、第二格先打濕，再

以毛筆畫線條的效果、第三格畫立方體的明

暗、第四格曲線練習、第五格點線面加顏色、

第六格沾取顏料滴漏、潑甩、第七格運用牙

刷當筆來畫、第八格綜合練習。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結束結束結束結束    

 

四、水墨畫音感創作體驗 

  （1）準備四開宣紙、中國交響樂曲（茉莉花）CD、

水墨用具 

  （2）音感作畫的步驟，教師使用音響播放一段五

分鐘的音樂，要求學生依據康丁斯基的抽象

繪畫理論，配合音樂旋律與聲響，可運用前

面 8 種實驗技法進行水墨音感創作體驗。注

意各種點、線、面、色彩與音樂旋律、聲響

的關聯性。 

（3）播放音樂後以共同討論的方式，來識別使用

樂器的種類，和其所給予聽者的感覺，像是

悲傷、快樂和輕快等等。同時也可以就節奏

感的部份進行討論。音樂是藉由音符的疏密

感來造成節奏的。 

（4）音樂每段播放五分鐘後再重複播放一次，休

息三分鐘後，再播放第二段音樂，一節課以

播放三段音樂為限。此時教師宜多鼓勵學

生，無需計較美醜儘量自由大膽的揮灑。 

（5）全班同學作品放桌上，並共同欣賞及分享 

（6）老師回饋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四節結束四節結束四節結束四節結束    

    

6.能達到水墨

認知表現：

空間、層

次、美感 

7.能達到水墨

技能表現：

墨的層次練

習、掌握水

分、墨法技

巧 

8.能達到色彩

情意表現：

欣賞水墨畫

的態度、發

展個人的意

識，表現冨

有感情的墨

色） 

9.能激發學生         

  自由、大     

  膽、即興的 

  創意表現 

10.能審美欣

賞他人作

品。    

        

1.探索操

作 

2.表現作

品    

3.討論發

表 

4.審美評

價 

5.組織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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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教學情境教學情境教學情境教學情境    

配合課程進行前，教室先放現代水墨圖片，引起學生主動去探索的動機與興趣。    

        

        

環環環環

境境境境

布布布布

置置置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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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共同討論：現代水墨的實驗性技法與康丁斯基的繪畫元素有何關聯與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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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示範與學生熱情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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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之七附錄三之七附錄三之七附錄三之七            單元七單元七單元七單元七「「「「曲中有樂曲中有樂曲中有樂曲中有樂、、、、樂中有畫樂中有畫樂中有畫樂中有畫、、、、畫中有曲畫中有曲畫中有曲畫中有曲」」」」    
    

一一一一、、、、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    藝術與人文~視覺藝術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共 3 節(共 135 分鐘）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曲中有樂、樂中有畫、畫中有曲 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教學設計者    林戎芳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八年級 教學特質教學特質教學特質教學特質    綜合創作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1.老師：學習單、回饋單、單槍投影機、筆記型電腦、簡報、螢幕、數位

相機、CD、康丁斯基抽象畫作品圖卡、相關書籍。 

2.學生：準備繪圖用具（色鉛筆、粉彩、廣告顏料、水墨顏料、水彩、）

選擇自己想呈現的媒材來準備，選擇自己喜歡一首曲子或是一首歌來創

作。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條件條件條件條件    

1.能進行抽象思考。 

2.上完遇見康丁斯基~節奏之旅共六各單元的課程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1.能學習藝術表現的多元性與自由性。 

2.能由創作作品中思考自己的作品所傳達出來的感覺、價值與意義。 

3.能由操作過程中，學習運用視覺藝術之表現媒材與技巧。 

4.能經學習過程中，熟悉視覺觀察之形式原則與元素。 

5.能具備發表自己的創作理念和歷程之能力。 

6.能欣賞同學表現，自省辨識與調整。 

7.能從創作作品中，發展出個人的色彩意識，表現冨有感情的色彩。 

8.能從創作作品中，真正感受到音樂與畫面的關係，並且運用美術技巧創

作出來，並說出個人的感受與見解。 

9.能在教學課程及創作作品的過程中，能不斷激發我內在的感受力及想像

力，提升了我創造思維及自我實踐的機會。 

10.能在創作作品過程中，透過點、線、色彩、塊面、形體來構成，將內

在無形的心象發展為外在有形的實體，提升了我的造型創造的能力。 

11.能從創作的作品過程中，我會安排空間層次表現與變化在作品當中。 

12.在教學過程及創作作品時，我能感受及理解到「點、線、面」的造型

要素在仔細分解中所潛藏的符號魅力及特性。 

探索與

表現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

差異。 

審美與

理解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分段能力分段能力分段能力分段能力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實踐與

應用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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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十大基與十大基與十大基與十大基
本能力之本能力之本能力之本能力之

結合結合結合結合    

1.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欣賞、表現與創新。 

3.表達、溝通與分享。 

4.主動探索與研究。 

5.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    引導、鑑賞教學、討論、問答發表、記錄分享 

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     討論、問答、學習態度、發表、參與、資料收集、報告、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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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活動過程    

時間 教學流程 預期成果 教學評量 

10 分 

 

 

 

 

 

 

 

 

15 分 

 

 

 

 

 

 
 

20 分 

 

 

 

 

 

 

 

 

45 分 

一一一一、、、、課程設計理念課程設計理念課程設計理念課程設計理念    

此為綜合創作，經過前面六各單元的抽象意象的學

習，最後讓學生選擇自己喜歡的樂曲，分析歌詞、曲

風，樂器，運用視覺元素的聯想與音樂的啟發進行抽

象畫的創作。並且能體會藝術大師康丁斯基作畫內

涵：「作畫重視『內在』和『外在』者與作品同欣賞

者發生互動的元素：藝術語言，則成為藝術創作中的

重要環節」。 

二二二二、、、、回顧前六個抽象意象課程回顧前六個抽象意象課程回顧前六個抽象意象課程回顧前六個抽象意象課程 

1.複習康丁斯基繪畫理論~點線面構成，如：畫面上

「視覺節奏」的變化應用，大小、長短、疏密、重

複、重疊、方向、對比、均衡、、等美的原理。  

2.複習前面六各單元的抽象意象課程，在教學過程及

創作作品中學到了哪些概念、意涵、美術技巧、層

次變化、媒材表現、藝術原理及元素…等。 

三三三三、、、、曲中有樂曲中有樂曲中有樂曲中有樂、、、、樂中有畫樂中有畫樂中有畫樂中有畫、、、、畫中有曲畫中有曲畫中有曲畫中有曲----音感創作音感創作音感創作音感創作    

1.學生選擇自己喜歡一首曲子或是一首歌來創作。 

2.準備繪圖用具（色鉛筆、粉彩、廣告顏料、水墨顏

料、水彩、）選擇自己想呈現的媒材來準備。 

3.先引導學生對音樂特質的了解與想像。 

4.資料收集：請學生進一步了解這首曲子或是這首歌

的歌詞、曲風、樂器、背後的故事或是歌手的介紹，

給同學一星期時間準備。 

5.請同學把 CD 或是 MV 帶到學校，以自願分享方式，

利用一節課時間讓同學發表聽音樂的心得，共同討

論的方式，來識別使用樂器的種類，和其所給予聽

者的感覺，像是悲傷、快樂和輕快等等。同時也可

以就節奏感的部份進行討論。音樂是藉由音符的疏

密感來造成節奏的。 

6.請同學回家創作（每位同學選的歌曲不同，所以在

學校沒辦法邊聽音樂邊創作）。 

1.說明課

程 設 計

的 目 的

及 上 課

前 學 習

的態度 

 

 

 

2.能引起

學 習 的

動機，思

索 課 程

關 鍵 的

概念。 

 

 

3.能主動

探 索 認

識 抽 象

藝 術 的

內涵。 

 

 

 

 

 

 

 

 

 

 

 

 

 

 

1.知識內

化 

2.討論發

表 

3.審美評

價 

4.組織計

劃 

 

 

 

 

 

 

 

 

 

1.探索操

作 

2.表現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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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學流程 預期成果 教學評量 

45 分 7.創作時間：兩個星期 

8.首先請同學將音樂分成十段來播放，依照音樂的感

覺完成至少十種基本線條或圖形，可以將這些線條

作為構圖的元素。 

9.音樂每段播放後再重複播放一次，休息三分鐘後，

再播放第二段音樂。鼓勵學生，無需計較美醜儘量

自由大膽的揮灑。 

10.以康丁斯基對於創作者與藝術品與欣賞者之間的

關係，列了一個次序：感覺→情感→作品來欣賞。

由此可知，所謂創作並非創作者單方面的行為即可

成立，需要融入欣賞者的互動才能成為真正的藝術 

11.請學生寫下創作歷程，運用鑑賞藝術的四個步驟來

引導：由描述、分析、詮釋、判斷等程序寫下自己

的音感創作歷程，培養聽覺轉換成視覺的感知與敏

感能力，將內在的情感做深入的內化，享受音樂及

視覺創作之體驗。 

12.作品完成後,我自己打打分自評表數 

13.將全班作品貼在黑板上分享作品 

    

    

4.能從創

作 作 品

中，發展

出 個 人

的 色 彩

意識，表

現 冨 有

感 情 的

色彩。 

5.能從創

作 作 品

中，真正

感 受 到

音 樂 與

畫 面 的

關係，並

且 運 用

美 術 技

巧 創 作

出來，並

說 出 個

人 的 感

受 與 見

解。 

6.能審美

欣賞他

人作品    

     

1.探索操

作 

2.表現作

品 

3.討論發

表 

4.審美評

價 

5.組織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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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教學情境教學情境教學情境教學情境    

 

配合課程進行前，教室先張貼一些康丁斯基抽象畫圖片或下課先放一些流行歌曲 MV，

引起學生興趣。    

 
 

環環環環

境境境境

布布布布

置置置置    

    

    

  
 引導學生復習觀賞康丁斯基作品中的造形應用--大小方形變化、美的原則、空間層次

變化、色彩、仔細分解中所潛藏的符號魅力及特性。 
 

  

 我很喜歡這次的抽象課程，也謝謝老師讓我對抽象藝術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還有機會

欣賞到抽象大師康丁斯基的大作，最後也留給我一各自行創作的機會，這次的課程就

彷彿讓我經歷一場精采藝術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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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                                學生作品學生作品學生作品學生作品、、、、回饋單回饋單回饋單回饋單及及及及學習單彙整學習單彙整學習單彙整學習單彙整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認識抽象畫家康丁斯基認識抽象畫家康丁斯基認識抽象畫家康丁斯基認識抽象畫家康丁斯基~~~~鑑賞作品鑑賞作品鑑賞作品鑑賞作品》》》》    

        

AAAA----01010101 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    AAAA----01010101 練習二練習二練習二練習二    

        

BBBB----02020202 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    BBBB----02020202 練習二練習二練習二練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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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01010101 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    AAAA----02020202 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    

        
AAAA----03030303 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    AAAA----04040404 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    

        

BBBB----01010101 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    BBBB----02020202 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    

        

BBBB----03030303 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    BBBB----04040404 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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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    

AAAA----01010101 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    AAAA----02020202 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    

        

BBBB----01010101 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    BBBB----02020202 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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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01010101 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    AAAA----02020202 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    

        
AAAA----01010101 練習二練習二練習二練習二    AAAA----02020202 練習二練習二練習二練習二    

        

AAAA----01010101 練習三練習三練習三練習三    AAAA----02020202 練習三練習三練習三練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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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01010101 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    AAAA----02020202 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    

        
AAAA----03030303 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    AAAA----04040404 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    

        

BBBB----01010101 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    BBBB----02020202 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    

        

BBBB----03030303 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    BBBB----04040404 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學生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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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形形色色拼圖點線面形形色色拼圖點線面形形色色拼圖點線面形形色色拼圖點線面》》》》    

        

A-01 學生作品 A-02 學生作品    

  

A-03 學生作品    A-04 學生作品 

  

B-01 學生作品    B-2 學生作品 

  

B-03 學生作品 B-04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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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單元四單元四單元四、、、、色彩感知色彩感知色彩感知色彩感知》》》》    

        
A-01 學生作品~春、夏、秋、冬 B-01 學生作品~春、夏、秋、冬 

  

A-01 學生作品~喜、怒、哀、樂 A-02 學生作品~喜、怒、哀、樂 

  

A-01 學生作品~生、老、病、死 B-01 學生作品~生、老、病、死 

  

A-01 學生作品~酸、甜、苦、辣 A-01 學生作品~風、火、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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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單元五單元五單元五、、、、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類比的語言作畫類比的語言作畫類比的語言作畫類比的語言作畫（（（（單色單色單色單色））））    

A-01 學生作品    A-02 學生作品    

     
B-01 學生作品 B-02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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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線條的思緒線條的思緒線條的思緒線條的思緒：：：：類比的語言作畫類比的語言作畫類比的語言作畫類比的語言作畫（（（（彩色彩色彩色彩色））））    

  

A-01 學生作品    A-02 學生作品    

B-01 學生作品 B-02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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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情緒拼圖點情緒拼圖點情緒拼圖點情緒拼圖點、、、、線線線線、、、、面面面面~~~~類比的語言作畫類比的語言作畫類比的語言作畫類比的語言作畫（（（（拼貼拼貼拼貼拼貼））））    

 

A-01 學生作品 A-02 學生作品 

  
A-02 學生作品 B-01 學生作品 

  
B-02 學生作品 B-03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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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六單元六單元六單元六、、、、康丁斯基水墨畫實驗遊戲康丁斯基水墨畫實驗遊戲康丁斯基水墨畫實驗遊戲康丁斯基水墨畫實驗遊戲》》》》    

    
A-01 學生作品 B-01 學生作品 

    
A-01 學生作品 A-02 學生作品 

B-01 學生作品 B-02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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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七單元七單元七單元七、、、、曲中有樂曲中有樂曲中有樂曲中有樂、、、、樂中有畫樂中有畫樂中有畫樂中有畫、、、、畫中有曲畫中有曲畫中有曲畫中有曲》》》》    

        

A-01 學習單一 A-02 學習單一 

  

B-01 學習單一 B-02 學習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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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 學習單二 A-02 學習單二 

        

B-01 學習單二 B-02 學習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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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 學生作品 A-02 學生作品 

  
A-03 學生作品 A-04 學生作品 

  

A-05 學生作品 A-06 學生作品 

A-07 學生作品 A-08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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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 學生作品 A-10 學生作品 

    
A-11 學生作品 A-12 學生作品 

 

A-13 學生作品 A-14 學生作品 

 
A-15 學生作品 A-16 學生作品 



 258 

A-17 學生作品 A-18 學生作品 

        

A-19 學生作品 A-20 學生作品 

 

A-21 學生作品 A-22 學生作品 

 
A-23 學生作品 A-24 學生作品 

    



 259 

  

B-01 學生作品 B-02 學生作品 

 
 

B-03 學生作品 B-04 學生作品 

  

B-05 學生作品 B-06 學生作品 

  

B-07 學生作品 B-08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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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9 學生作品 B-10 學生作品 

 
 

B-11 學生作品 B-12 學生作品 

  

B-13 學生作品 B-14 學生作品 

  

B-15 學生作品 B-16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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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7 學生作品 B-18 學生作品 

  

B-19 學生作品 B-20 學生作品 

  

B-21 學生作品 B-22 學生作品 

  

B-23 學生作品 B-24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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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                                                                    學生自我評量表學生自我評量表學生自我評量表學生自我評量表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認識抽象畫畫家認識抽象畫畫家認識抽象畫畫家認識抽象畫畫家~~~~康丁斯基康丁斯基康丁斯基康丁斯基」」」」自我評量表自我評量表自我評量表自我評量表    

1. 上完了這個單元，你覺得自己表現怎麼樣？回答以下的引導，並且請圈起來 

2. 你喜歡「認識抽象畫畫家~康丁斯基」這個單元嗎 5 4 3 2 1 

3. 最好玩的是                ，因為                           

4. 最困難的是                ，因為                           

5. 我對康丁斯基的背景及繪畫創作歷程已經有清楚認識5 4 3 2 1 

6. 這次活動中，能幫助你更懂得欣賞藝術品嗎 5 4 3 2 1 

7. 在鑑賞作品的過程，我能應用鑑賞四步驟，透過感性的美感關注與理性的批評分

析，使自己獲得鑑賞作品的能力 5 4 3 2 1 

8. 在欣賞藝術品時，我覺得自己能體會藝術家所要表達的意思嗎5 4 3 2 1 

9. 我的新發現及心得（新的體驗及困難）：                                                        

                                                                           
 

                                                                        

有話想跟老師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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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自我自我自我自我評量表評量表評量表評量表    

同學們！欣賞及討論了康丁斯基的作品及體驗線條與色彩巧妙的組合後，心情是否也

跟著音樂起舞飛揚，你感受到作品中所散發的造型與色彩的律動嗎？ 你覺得自己表現

怎麼樣？請圈起來 

1. 你喜歡「想像音樂裡的視覺符號」這個單元嗎 5 4 3 2 1 

最好玩的是                ，因為                           

 最困難的是                ，因為                           

2. 我對「造型會唱歌」-節奏、聲音、線條、形狀的聯想之學習過程 5 4 3 2 1 

3. 這次活動中，能仔細聆聽，感受音樂與畫面的關聯性，了解色彩、型態、音質之間的

關係 5 4 3 2 1 

4. 在創作作品時，我能感受及理解到「點、線、面」的造型要素，也能仔細分解其中

所潛藏的符號魅力 5 4 3 2 1 

5. 你最喜歡康丁斯基的哪件作品，為什麼：                                         

                                                                                      

6. 上完這次單元，我對抽象藝術有沒有不同的想法或新的認識  

                                                                                   

有話想跟老師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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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單單元三元三元三元三、、、、「「「「形形色色拼圖點線面形形色色拼圖點線面形形色色拼圖點線面形形色色拼圖點線面」」」」自我評量表自我評量表自我評量表自我評量表    

上完了這個單元，你覺得自己表現怎麼樣？回答以下的引導，並且請圈起來 

1. 你喜歡「形形色色拼圖點線面」這個單元嗎 5 4 3 2 1 

最好玩的是                ，因為                           

  最困難的是                ，因為                           

2. 我能積極參與「牛刀小試」的活動，踴躍搶答，在活動過程中，清楚了解「造形構

成的方式與形式原理」的概念5、4 3 2 1 

3. 我能運用點、線、面、簡單的幾何圖形，表現美的形式原理原則的變化5 4 3 2 1 

4. 這次活動中，以彩紙剪貼，我能得心應手作出「抽象風格」的練習 5 4 3 2 1 

5. 我能具備發表自己的創作理念和歷程之能力5、4 3 2 1 

6. 我的新發現及心得（新的體驗及困難）：                                                        

                                                                           
 

                                                                        

有話想跟老師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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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單元四單元四單元四、、、、「「「「色彩感知色彩感知色彩感知色彩感知」」」」自我評量表自我評量表自我評量表自我評量表    

上完了這個單元，你覺得自己表現怎麼樣？回答以下的引導，並且請圈起來 

1. 你喜歡「色彩感知」這個單元嗎 5 4 3 2 1 

最好玩的是                ，因為                           

最困難的是                ，因為                           

2. 我的主題是：                              

3. 在我的畫畫的過程中,我期望我自己這一次可以改進的是 

□（1）上色時,可以很細心. 

□（2）我可以改變用色的習慣. 

□（3）我可以小心水分的使用 

□（4）我可以表現很乾淨的顏色 

□（5）我可以調出我想用的顏色 

4. 作品完成後,我自己打打分數5 4 3 2 1 

5. 以上您在意的順序是 [  ][  ][  ][  ][  ] 

● 請將答案圈起來 

（1）作品的完整性 5 4 3 2 1 

（2）水彩的水份與濃度表現 5 4 3 2 1 

（3）色彩的乾淨度5 4 3 2 1 

（4）我可以表現我想用的顏色5 4 3 2 1 

（5）與一開始想表現的感覺是否有符合 5 4 3 2 1 

有話想跟老師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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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單元五單元五單元五、、、、「「「「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聽見內在的聲音」」」」自我評量表自我評量表自我評量表自我評量表    

上完了這個單元，你覺得自己表現怎麼樣？回答以下的引導，並且請圈起來 

1. 你喜歡「聽見內在的聲音」這個單元嗎 5 4 3 2 1 

最好玩的是                ，因為                           

最困難的是                ，因為                           

2. 我積極參與表演活動，能體會此活動的意涵，運用肢體表達情緒的變化5 4 3 2 1 

3.3.3.3. 我能完成「聽見內在的聲音」類比的語言作畫（單色）的體驗，了解類此創作的意

義。5 4 3 2 1    

4.4.4.4. 我能完成「讓思緒看的見類比的語言作畫（彩色）」：類比的語言作畫（單色）的體

驗，了解類此創作的意義。5 4 3 2 1    

5.5.5.5. 我能完成「主情緒拼圖點、線、面（拼貼）」類比的語言作畫（單色）的體驗，了解

類此創作的意義。5 4 3 2 1    

有話想跟老師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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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六單元六單元六單元六、、、、「「「「康丁斯基水墨畫實驗遊戲」」」」自我評量表自我評量表自我評量表自我評量表    

1. 你喜歡「康丁斯基水墨畫實驗遊戲」這個單元嗎 5 4 3 2 1 

最好玩的是                ，因為                           

最困難的是                ，因為                           

2. 在我的畫畫的過程中,我期望我自己這一次可以改進的是 

□（1）我可以小心掌握水分5 4 3 2 1 

□（2）墨法技巧：正確起筆（正起：藏鋒、迴鋒，側起：露鋒，順起）5 4 3 2 1  

□（3）墨法技巧：運筆（中鋒、側鋒、逆鋒）5 4 3 2 1 

□（4）墨法技巧：收筆（順收、定收回收）、線的形態及 5 4 3 2 1 

□（5）墨的層次5 4 3 2 1 

3. 我的特色優點：                                                               

4. 與一開始想表現的感覺是否有符合 5 4 3 2 1 

5.5.5.5. 能以更寬廣的審美眼光去欣賞傳統水墨與現代水墨的特質，正確欣賞水墨畫的態度。。。。5 4 3 

2 1    

6. 作品完成後,我自己打打分數5 4 3 2 1 

7. 有話想跟老師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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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七單元七單元七單元七、、、、「「「「曲中有樂曲中有樂曲中有樂曲中有樂、、、、樂中有畫樂中有畫樂中有畫樂中有畫、、、、畫中有曲畫中有曲畫中有曲畫中有曲」」」」自我評量自我評量自我評量自我評量表表表表    

1. 你喜歡「曲中有樂、樂中有畫、畫中有曲」這個單元嗎 5 4 3 2 1 

最好玩的是                ，因為                           

最困難的是                ，因為                           

2. 能在創作作品的過程中，能激發我內在的感受力及想像力，提升了我創造思維及自我實踐

的機會。5 4 3 2 1 

3. 能在創作作品的過程中，發展出個人的色彩意識，表現冨有感情的色彩。5 4 3 2 1 

4. 能在創作作品的過程中，真正感受到音樂與畫面的關係，並且運用美術技巧創作出來，並

說出個人的感受與見解。5 4 3 2 1 

5. 在創作作品時，我能感受及理解到「點、線、面」的造型要素，也能仔細分解其中所潛藏

的符號魅力 5 4 3 2 1 

6. 能在創作作品過程中，透過點、線、色彩、塊面、形體來構成，將內在無形的心象發展為

外在有形的實體，提升了我的造型創造的能力。5 4 3 2 1 

7. 能從創作的作品過程中，安排空間層次表現與變化在作品當中。5 4 3 2 1 

8. 體驗完這次單元，我對抽象藝術有沒有不同的想法或新的認識  

                                                                                   

有話想跟老師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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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附錄六附錄六附錄六                                                                            學習評量表學習評量表學習評量表學習評量表 

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藝術與人文~~~~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康丁斯基藝術探索與創作康丁斯基藝術探索與創作康丁斯基藝術探索與創作康丁斯基藝術探索與創作~~~~主題學習評主題學習評主題學習評主題學習評量表量表量表量表     班級班級班級班級：：：： 

藝術與人文的關心藝術與人文的關心藝術與人文的關心藝術與人文的關心、、、、 
意願及態度意願及態度意願及態度意願及態度 

藝術與人文的感藝術與人文的感藝術與人文的感藝術與人文的感

受受受受、、、、鑑賞與思辯鑑賞與思辯鑑賞與思辯鑑賞與思辯 
藝術與人文技能的表現及運用藝術與人文技能的表現及運用藝術與人文技能的表現及運用藝術與人文技能的表現及運用 

對藝術與人文的對藝術與人文的對藝術與人文的對藝術與人文的

知識與理解知識與理解知識與理解知識與理解 

     學 
          習 
    姓      目 
座            標 
號      名 

美術用品能準備

齊全 

能樍極參與學習

課程. 

能說出作品的優缺

點及特色 

學會本單元的基本

技巧 

能表現出完整性及

創新的能力 

能蒐集相關資料並

共同分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表現優異：100～90 分、表現良好：89～80 分、已經做到：79～70 分、需加油：69～60 分、要再加強 


